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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术语 

           

         ■ 生态系统 

     （ Ecosystem） 

        指由植物、动物及微生 

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相互 

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复 

合的功能单位。人是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术语 

     ■  生态系统服务 

    （ Ecosystem services） 

       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所有惠益， 

包括供给服务（如提供食物和水）、调 

节服务（如控制洪水和疾病）、文化服务 

（如精神、娱乐和文化收益）以及支持 

服务（如维持地球生命生存环境的养分循 

环）。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是生态系统服 

务的同义词。 



        生态系统服务：大自然和生态系统服务所提供给的各种条
件，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过上体面、健康和安全生活的保证 



一  术语 

   食物 
 农作物 

 家畜 

 捕鱼 

 水产养殖 

 野生生物 

   纤维 
 原木 

 棉花、大麻、蚕丝 

 薪柴 

   遗传资源 

   生物化学品 

   淡水 

 

 供给服务 (Provisioning services): 

 由生态系统生产的或提供的服务 

  

Photo credit (top): Tran Thi Hoa (World Bank),  













一   术语 

   调节大气质量 

   调节气候 

 全球尺度 (吸收CO2 ) 

 区域和局地尺度 

   减轻侵蚀 

   净化水 

   调节疾病 

   调节病虫害 

   授粉作用 

   调节自然灾害 

   调节服务 （Regulating services): 

               由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功能所得到的益惠  





















一   基本概念 

      精神和宗教价值 

      知识系统 

      教育价值 

      灵感 

      审美价值 

      社会联系 

      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休闲和生态旅游 

文化服务 (Cultural services): 

由生态系统获取的非物质益惠 

 

Photo credits ( top to bottom): W. Reid, Mary Frost, Staffan Widstrand, unknown. 





















一   术语 

       

      支持服务 
        （Supporting services） 

        生态系统为提供其它服务（如 

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而必需的一种服务功能，例如生产 

生物量、生产大气氧气、形成和保 

持土壤、养分循环、水循环以及提 

供栖息地。 





 
 





   17世纪、1949年和1990年阔叶红松林的分布面积 















滇金丝猴的集中栖息地----云南西北部的白马雪山 













一   术语 

      ■   人类福祉 

   （Human well-being) 

      贫困的反义词。是一种 

以环境和情形而定的状态， 

其组成要素包括满足高质量 

生活标准的基本物质需求、 

自由与选择、健康、良好的 

社会关系以及安全等。 

 









一   术语 

        

        ■ 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 

       指对于生活上处于特定物 

质水平的特定人群来讲，用于 

生产使用的物资和吸收排放的 

废弃物而需要的具有生产力的 

陆地或者水生生态系统的面 

积，它们可能位于地球上陆地 

的任何位置。 







               全球公顷 

               全球公顷gha（global hectare）
是度量全球生态足迹的单位，它不
同于通常度量土地面积的单位----公
顷（hectare）。1单位的全球公顷，
指的是1公顷具有全球平均产量的生
产力空间。 









中国的生态赤字(1961-2010年) 



    世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生态足迹 





        世界各国生物承载力状况 



Did you know that China reversed its deforestation 
trend in 1989, increasing its forest land biocapacity 

by 33 percent since?   



一   术语 

生态系统管理的定义及内涵 
        依据特定的目标，为构建结构合理、生产力高，并 

能够可持续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管理措施，以及 

与此有关的法律、规章、政策、教育和公众行为的总 

称。其内涵包括： 

        具有明确的管理目标  

        与时空尺度密切相关  

        适宜的生态系统结构  

        综合协调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监测和评估管理效果 

        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  





二 MA 的基本情况: 需回答的几个核心问题 

1. 生态系统变化的速度和范围？ 

2. 生态系统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
以及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3.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在今后50年
内可能的变化状况？ 

4. 为保育生态系统并改善其对人

类福祉的贡献所应采取的对策？  



二   MA 的基本情况 

• 第一个对全球各类生态系统进行综合、多尺
度评估的国际合作项目； 

• 执行期：2001-2005年； 

• 工作组：4个 (生态系统状况、未来情景、对
策和亚全球）； 

• 参与编写评估报告的人数: 来自95个国家的
1,360 名学者； 

• 评估报告: 共81章， 近4，000； 

• 报告征求了185个国家和地区的意见；  

• 共 20,745各类人员对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  

• 总开支：2,500万美元; 

• 网址：www.maweb.org 
 



Key design features of the MA 

Political legitimacy 

MA 
 

 

 

 

CBD CCD Ramsar 

STRP CST SBSTTA 

MA 

Authorized by four conventions and UN 

Follows IPCC procedures 

Focus strongly shaped by audience 

Strong sub-global features 

FCCC 

IPCC 

SBSTA 

Research, UN Dat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s 

Scientific credibility 

Utility 

CMS 

SC 



二   MA 的基本情况:工作组 

生态系统变化情景工作组 

 在主要驱动力变化的情况下，
它们对生态系统、生态系统
服务和人类福祉的后果是什
么？ 

对策工作组 

 如何才能不断改善人类福
祉和保护生态系统？  

亚全球评估工作组 

在全球尺度上完成上述各项任务 

生态系统状况工作组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现状
和历史变化趋势如何？ 

 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福祉
造成的影响如何？  



二   MA 的基本情况:出版物 

Publications 

Synthesis Reports （7） 

 Synthesis 
 Board Statement 
 Biodiversity Synthesis 
 Wetlands Synthesis 
 Health Synthesis 
 Desertification Synthesis 
 Business Synthesis 
 

Technical Volumes and MA Conceptual 

Framework (Island Press) （5）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State and Trends 
 Scenarios  
 Multi-Scale Assessments  
 Responses 
 

 



Synthesis Reports Board Statement 

MA Conceptual 

Framework Technical Assessment Volumes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湿地与水综合报告 



三 MA的重要贡献： 
将生态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丰富了生态学的内涵，明 

      确提出了生态系统的状况

和变化与人类福祉密切相
关。“生态系统和生态系
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相互关
系”的研究，将成为现阶
段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以及引领21世纪生态学发
展的新方向。 

 





MA的重要贡献： 
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间的关系 





三  MA的重要贡献：提出评估方法 

  提出了评估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关
系  

     的框架，并初步建立了多尺度、综合评估它
们 

     各个组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 



三  MA的重要贡献 ：评估框架 



三  MA的重要贡献 ：评估步骤 

1）划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类型 ； 

2）确定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 

3）确定间接与直接驱动力； 

4）选取表征生态系统状况、服务、人类福祉和
驱动力的指标； 

5）评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和驱动力的历史变化
趋势和现状； 

6）评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7）构建不同的情景； 

8）评估可能采取的响应措施； 

9）分析并揭示评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三  MA的重要贡献：主要评估结论 

 在过去50年中，人类改

变生态系统的速度和规
模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一
时期的同一时段。这主
要是人类对食物、淡水、
木材、纤维和燃料需求
的迅速增长造成的，其
结果导致了地球上生物
多样性的严重丧失，而
且其中大部分是不可逆
转的。 



三  MA的重要贡献：主要评估结论 

对生态系统造成的改变
确实使得人类福祉和经
济发展得到了实质性进
展，但是其代价是生态
系统诸多服务的退化、
非线性变化风险的增加
和某些人群贫困状况的
加剧。这些问题如果得
不到解决，将极大地削
减人类后代从生态系统
所获取的惠益。 

 



三  MA的重要贡献：主要评估结论 

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在本世纪上半叶
可能会更加恶化，并将成为实现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障碍。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全体191个成
员国一致通过的一项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
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
为标准）的行动计划。 

• 2000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由189个国家
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正式做出此项
承诺。 

• 2013年4月5日，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最后期限进入倒计时1000天。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4760.htm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八项目标： 

        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  

       普及小学教育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降低儿童死亡率  

       改善产妇保健  

       对抗艾滋病病毒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2008年9月25日，中 

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 

约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高级别会议并作主旨发 

言中宣布，中国已提前实 

现将贫困与饥饿人口减半、 

普及初级教育、降低儿童 

死亡率等目标。其中在减 

贫方面，过去二十年中全 

世界摆脱贫困人口中的 

７０％是由中国实现的。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8-09/25/content_10112431.htm


三  MA的重要贡献：主要评估结论 

为要逆转生态系统服
务退化的趋势，又要
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
求，就必须在政策、
机构和实践方面进行
一系列重大调整。 

 



四 生态系统现状及变化趋势： 
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情况 

作物产量 

家畜量 

水产养殖 

碳吸收功能 

捕鱼量 

野生食品 

薪柴 

遗传资源 

生物化学产品  

淡水 

空气质量调节 

全球和局地气候调节 

侵蚀调控 

水质净化 

病虫害控制 

传粉作用 

自然灾害调节 

精神和宗教  

美学价值 

木材 

纤维 

水调节 

疾病控制 

休闲和生态旅游 

增强 退化 基本不变 

注意：60%的生态系统服务已经退化 



Cultural  Cultural  

Regulating  Regulating  

Provisioning  Provisioning  

供给功能的增强会使调节和文化功能减弱 

供给  供给  

调节  调节  

文化  文化  

作物产量 

家畜量 

水产养殖 

碳吸收功能 

 

捕鱼量 

野生食品 

薪柴 

遗传资源 

生物化学产品  

淡水 

 

空气质量调节 

全球和局地气候调节 

侵蚀调控 

水质净化 

病虫害控制 

传粉作用 

自然灾害调节 

 

精神和宗教  

美学价值 

木材 

纤维 

水调节 

疾病控制 

休闲和生态旅游 

改善 退化 平衡 

生态系统服务变化间的得失 





        农作物产量    状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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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鱼量                           状态：增加 

 

Photo Credit (left): 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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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 

   气候调节作用(全球)          状态：增强 

Peta grams carbon 

过去200年的碳源和碳汇  

Sourc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是排放碳的源， 

此后成为吸收碳的汇 



生态系统过去50年的变化状况 



生态系统过去50年的变化状况 



世界20%的珊瑚礁已经
消失，20%的珊瑚礁已
经退化。 

 

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
35% 的红树林已经消失。 

 

自1960年以来，世界水
库中的蓄水增加了3倍。 

 

生态系统过去50年的变化状况 



 
生态系统剧变的可能性增加 
 

•捕鱼业崩溃  

•水体富营养化 

•珊瑚礁迁移 

•疾病流行  

•引入外来种 

•区域气候变化 

Atlantic Cod off Newfoundland 



旱区的情况令人担忧 

•旱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40%，
人口超过20亿； 

•人类福祉水平全球最低； 

•10-20% 的土地退化； 

•只有 8% 的土地可以获得较
充分的水供应。 



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对穷人的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退
化对穷人的影响最为
严重，因为他们对生
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
度最高，对生态系统
服务的退化最敏感。 

Photo credit:  Uittapron Juntawonsup/UNEP  



实力秩序(Order from Strength) 

适应组合(Adapting Mosaic) 

     全球协同( Global Orchestration) 

技术乐园
(TechnoGarden)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区域化(Regionization）  

世 界 发 展    (Worl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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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态系统未来的变化情景 
 



 情 景 1：全球协同( Global Orchestration)  

 

            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其目标在

于进行全球贸易和经济自由化，并采
取被动途径应对生态系统的问题，同
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减轻贫困和不平
等问题，并增加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
育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 

 

 



全球协同（Global Orchestration） 

主要表征： 
 人口数量较少  

 栖息地丧失不甚严重 

 经济增长较快 

 温室气体排放较多 

主要特征：全球化及消极的环境政策 

                人口变化情景 



情 景 2：技术乐园 (TechnoGarden) 

 

 

 内涵：这是一个非常重视环境
友好技术，全球紧密联系的世界，
通过工程途径和高度集约管理的
生态系统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并采取积极主动的途径来进行生
态系统管理，以避免问题的出现。 



技术乐园（TechnoGarden） 

主要表征： 

 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少 

 氮排放量最少 

 用水量最少  

 经济增长较全球协同的情景慢 

 生态系统服务的可靠性减少，风险增加 

 一些技术方面的新问题随之出现 

主要特征：全球化和积极的环境政策 



情 景 3：实力秩序 (Order from Strength) 
 

 内涵：是一个区域化，相互
之间联系不紧密的世界，主要
考虑本区域的安全和保护问题，
重点强调区域市场的开发，对
公共产品不大重视，对生态系

统的问题采取消极应对的途径。 

 



实力秩序  (Order from Strength) 

 

主要表征： 

 经济增长较全球协同情景慢 

 除温室气体排放和对气候的影响
两方面而外（由于经济增长较
慢），其他方面都最差 

主要特征：区域化和消极的环境政策 



情 景 4：适应组合（Adapting Mosaic） 

 内涵：政治和经济活动主
要关注本区域区域流域尺
度的生态系统。地方机构
得到加强，局地的生态系
统管理对策是相同的。全
社会对生态系统的管理采
取非常积极的应对途径。 

 

 



适应组合（Adapting Mosaic） 

主要表征： 
 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少 

 氮排放量最少 

 耗水量最少  

 经济增长速度较全球协同情景慢 

 生态系统服务的可靠性减少，风险增加 

 一些技术方面的新问题随之出现 

 

主要特征：关注区域化，采取积极的环境政策 



       在全球协同、技术家园和适应组合三种情景下
一些生态系统服务都得到改善 

 

 

举例： 

 淡水 

 水调节 

 侵蚀控制 

 水净化 

 减轻风暴造成的损失 

 美学价值 

 休闲 

 



各种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能变化 



各种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能变化 



各种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能变化 



各种情景下人类福祉的可能变化 



        2050年时，在全球协同、技术家园和适应组合三种情
景下许多现在退化的生态系统服务都可得到改善 
 
 



 
六   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对策 
 

           当前，人类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怎样在满
足这些需求的同时，扭转生态
系统的退化状况，这是我们面
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但是，这
一挑战是可以解决的。在MA的
4种情景中，有3种情景认为政
策、制度和作业方式的改变，
可以减缓因生态系统压力持续
增加而造成的某些消极影响。 



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采取的一些超常措施 

 去除贸易壁垒和错误的贸易补偿 

 减少贫困 

 采用积极的适应性管理方法  

 增加对教育等公共事业的投资  

 增加对开发新技术的投资 

 实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 

 



必须克服的障碍 

 

■  不合理的制度和管理办法，包括腐败
以及监管与责任系统簿弱； 

■  市场失灵和经济刺激不当； 

■  一些社会和行为因素，包括某些社会
群体（例如穷人、妇女和原住居民群
体）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缺失等； 

■  技术开发与推广方面投入不足； 

■  缺乏既可提高资源收益又能保护资源
的有关知识（包括对现有知识的利用
水平较低），这些知识涉及生态系统
服务，以及管理、政策、技术、行为
和制度对策。 







扎耶德环境奖 

                         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A）” 做出贡献的来自
95个国家的1300多名专家于2006年，被授予扎耶德环境
科学和技术成就奖。 

           扎耶德环境奖于1999年由迪拜王储设立，以纪念阿
联酋已故总统扎耶德在环境方面作出的贡献。扎耶德环
境奖的总奖金为一百万美元，每两年颁发一次，目前被
视为世界上声誉最高的环境奖项。 

           那些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作出科学或技术贡献的科
学家共同分享了2005年的扎耶德国际环境奖“科学与技
术成就奖”。 

           扎耶德环境奖“全球领导奖”授予了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Kofi Annan)，2000年在他的帮助下启动了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 
 
 



       摘自李世东：《中国生态系统动态》（2011） 





七. MA的后续行动 



   国际组织对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的评估 

       

       与以前实施的其他所有项目相比较，MA更全面地揭示 

了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 

是，它仍存在以下不足： 

      1.  缺乏关于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知识储备； 

      2.  没有提供足够的可操作的工具和方法； 

      3.  区域尺度的评估开展的不够； 

      4.  经济方面的分析开展的不够； 

      5.  未能实现周期性的评估； 

      6.  各级决策人对MA的评估结果知晓和理解的不够。 



MA的后续行动：将知识转变为行动的全球策略 

 愿景：通过停止和扭转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途径，来改 

             善人类福祉。 

目标：使生态系统议题，成为各个层次的公有和私营机 

            构决策时，综合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任务:    

 构建生态系统评估和可持续管理的知识基础； 

 将MA的生态系统服务途径（the MA Ecosystem 
Service Approach）融合到 各个层次的决策过程中； 

 宣传和传播MA的理念、方法和成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上述行动将由联合国环境署和其 

一些机构共同付诸实施。 

 





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 ２０１２年４月，联合国框架下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机
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ＩＰＢＥＳ）在巴拿马正式成立，目前有122个成员国，
秘书处设在德国波恩。 

• IPBES是一个类似于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独立的政
府间机构,其目标是建立科学界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平台,推
动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ＩＰＢＥＳ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该机构初步工作方案、运作规则和程
序、财务和预算安排、利益攸关方参与等议题。来自各成员
国、联合国机构、多边环境协议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这
次为期６天的会议。中国代表团由外交和环保部门的代表以
及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专家组成。 

 







The third plenary of IPBES was held between the 

12th and 17th January 2015 in Bonn, Germany  



   Delegates reviewed its first year of work and 

approved important measures to further 

operational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ambitious 4-year work programme, which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one Global and five 

Regional Assessments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nd 4 thematic 

assessments. The first assessment - “Thematic 

assessment on Pollinators, Pollination and Food 

Production”- is expected to be released in 2016.  



 

   中国的民生状况： 

 
按照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价的结果 



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 

• “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
《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是对传统的
GNP指标挑战的结果。现在普遍认为，HDI涵盖
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因而其排名可以
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各国人民的福祉状况。    

•  “人类发展指数”由三部分内容构成，包括“健
康长寿”、“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健康
长寿，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获得，用
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
入学率（1/3权重）来共同衡量；生活水平，用实
际人均GDP来衡量。 

 











可持续发展 

•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
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
发展。 

• 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
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
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
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
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
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Washington Post, March 30, 2005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