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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九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 （９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ＳＰ９）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１２ 月

１５ 日在中国深圳召开。 本次会议主题为“ 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旨在探讨生态系统服务科学热点问题，交流

最新研究成果，并寻求基于自然的绿色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政策及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加强生态修复与
生态治理国际合作提供良好交流平台。 本文旨在对本次会议的 ７ 场特邀报告，３０ 个主题会场内容进行综述，内容围绕当前生

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前沿与热点领域展开，包括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及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与模型、气候变化、土地利用与景观、政策与决策分析等方向。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全球变化；可持续性发展；生态文明；会议综述

１

会议背景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各种惠益 ［１］ 。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经济飞速发展，资

源无节制的开发和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生态和环境问题，比如，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减弱，进而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 ［２］ 。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生态系

统服务与管理理念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 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系统能否支撑地球未来经济
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生态学及相关领域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理念发展迅猛，为科学决策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与生态效
益密切结合的综合框架 ［３］ 。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

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
各方面的系统工程。 党的“ 十九大” 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列为“ 千年大计” 。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理

念，倡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通过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
国际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ＥＳＰ） 自成立以来，每年按期举办一次全球范

围的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旨在建立全球性科研与交流平台，促进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与

合作，推动生态系统服务科学、决策管理与实践的发展。 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由国际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
系发起并主办，迄今已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美国、哥斯达黎加以及南非等国成功举办过八届，是全球生态系
统服务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也是国际生态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学术盛会。 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３⁃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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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向生态文明的生态系统服务———２０１７ 年第九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述评

４０８９

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绿色发展目标，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１５ 日，第九届国际生态

系统服务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作为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本届大会的举办无论对中
国还是国际生态学界都是一次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国际性活动，对于促进中国生态修复学术发展
和产业进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２

会议概况与主题
本次大会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会议主题是“ 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 ，会议由国际生态系统服务伙伴 ＥＳＰ 主办，南方科技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联合承办，北京生态修复

学会、北京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联合体、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等机构联合支持。 南方科技
大学刘俊国教授担任本届大会主席，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雨蓉女士、ＥＳＰ 主席 Ｒｕｄｏｌｆ ｄｅ Ｇｒｏｏｔ 教授，ＥＳＰ

共同主席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教授和 ＥＳＰ 中国国家网络共同主席李峰等出席大会开幕式，来自全球近 ４６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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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４００ 余名专家代表参会。

大会共设 ３０ 个主题分会场（ 如表 １ 所示） ，涉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多个领域，共有 ２９８ 个学术口头报告，７５

个学术墙报。 大会期间安排了深圳湾公园、仙湖植物园、华侨城生态公园等实地考察，展示了深圳滨海地区的
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人员就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生态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产
体系进行了考察和交流。 此外，本次会议还举办了“ 增强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及对策” 会前
培训。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第九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内容简介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９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分组
Ｇｒｏｕｐｓ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组织单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ｔｉｏｎｓ

分会场主席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生物群落工作组

海洋生态系统气候变化适应

香港大学，荷兰特文特大学

Ｌ．Ｂｒａｎｄｅｒ， Ｅ．Ｄｒａｋｏｕ

ＢｉｏＭ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评价、维护和
提升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

崔丽娟，潘旭

城市地表水：生态系统服务、基于自然
的方法以及城市重建

谢菲尔德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荷兰瓦
赫宁根大学

Ｄ．Ｌｅｒｎｅｒ， Ｓ．Ｍｅｕｌｅｎ

发展中的农村生态系统服务

荷兰特文特大学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德国鲁尔波鸿大学

Ｌ． Ｗｉｌｌｅｍｅｎ

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建设的生态系统
现状和城乡生态系统服务流动

国家环境暨农业科技研究所 （ Ｉｒｓｔｅａ）

Ｐ．Ｒｏｃｈｅ

生态影响制图： 寻找生态文明建设的
足迹

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工业大大学

Ｂ．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

生态系 统 服 务 空 间 评 价 及 生 态 价 值
评估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王宗明，曾源，赵旦

自然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未来情景与
模拟

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级研究所，东
京大学

Ｏ．Ｓａｉｔｏ， Ｋ．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绿色正义－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中
的平等、冲突与危害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德国霍兹环
境研究中心

Ｊ．Ｌａｎｇｅｍｅｙｅｒ， Ｊ．Ｓｐａｎｇｅｎｂｅｒｇ

社会科 学 在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评 估 中 的
作用

西班牙圣地亚哥联合大学，中国国家海
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

Ｓ．Ｖｉｌｌａｓａｎｔｅ， Ｓ．Ｃｈｅｎ，
Ｈ．Ｚｈｅｎ

融合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和决策的创新
与多学科路径

里斯本诺瓦大学

Ｐ．Ｃｌｅｍｅｎｔｅ， Ｒ．Ｌｏｐｅｓ

生态系统灾害风险防控与气候变化适
应的决定因素与边界条件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

Ｚ． Ｓｅｂｅｓｖａｒｉ

跨技术、 区 域 与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生 态
修复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科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科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

吕一河，甄霖，王辉民，徐宪
立，赵文武

主题工作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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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Ｇｒｏｕｐｓ

部门工作组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区域工作中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ｐｔｅｒｓ

综合主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分会场主题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ｐｉｃｓ

组织单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ｔｉｏｎｓ

分会场主席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权衡：方法与空间
规划指标

德国鲁 尔 波 鸿 大 学， 意 大 利 米 兰 理 工
大学

Ｈ． Ｚｅｐｐ， Ｓ．Ｓａｌａａ

面向脱 贫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中 的 利 弊
权衡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世界农林中心

Ｍ．Ｓｃｈａａｆｓｍａ， Ｆ．Ｂｅｒｎａｅｒｄ

面向可持续景观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融
资机制（ 含生态系统服务支付）

比利时哈塞尔特大学

Ｓ． Ｄａｎｉｅｌｓ

生态系统服务的共同投资：支付和激励
机制的全球经

世界农林中心

Ｆ． Ｂｅｒｎａｒ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从生物物理评
价和经济价值到决策应用

欧盟联合研究中心

Ａ． Ｌａ Ｎｏｔｔｅ

社区适应性管理和生态治理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新西兰
卡托大学

邓祥征，Ｊ．Ｇｉｂｓｏｎ

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水安全议程的决
策支持

保护国际基金会，联合国大学

Ｄ．Ｖｏｌｌｍｅｒ， Ｎ．Ｎａｇａｂｈａｔｌａ

旅游与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走 可 持 续 发 展
道路

贝鲁特美国大学， 波兰沙华大学

Ｓ．Ｔａｌｈｏｕｋ， Ｓ．Ｋｕｌｃｚｙｋ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保护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ＥＳＰ 区域分会和国家网络研讨会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Ｅ．Ｏｓｉｐｏｖａ， Ｒ．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 ｄｅ Ｇｒｏｏｔ

亚洲论坛：面向自然途径的科学与决策

生态系统服务伙伴亚洲区域工作组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
生态文明的觉醒

Ｎ． Ｌｅｅ， Ｙ．Ｓｉｎ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Ｏ． Ｓｃｈｌｅｉｎ

你被倾听了吗？ 有效沟通的力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Ｍ． Ｄｅ Ｃｒｉｓｔｏｆａｒｏ，
Ｉ．Ｇｓｃｈｗａｎｄｔｌ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南和工具包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Ｒ． Ｄｅ Ｇｒｏｏｔ

“ 青年生态系统服务学者论坛” 与 “ 从
科学研究到成果发表”

汉诺威莱布尼兹工业大大学

Ｉｎａ Ｍ． Ｓｉｅｂｅｒ

通过调整和补充生态恢复实践的国际
标准，改善生态系统服务成果

生态修复学会

Ｂ． Ｗａｌｄｅｒ

本次大会的参会者包括来自全球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科学家、决策者、非政府机构人士、企业家、社会活
动家等。 与会者针对生态系统服务、生态修复和生态文明展开充分讨论，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科学热点问题，
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并寻求基于自然的绿色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了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政策及实践的有机结
合，为加强生态修复与生态治理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交流平台。

图１
Ｆｉｇ．１

第九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与会人员在全球各地区分布情况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９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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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９１

会议内容
会议的主体内容是学术交流。 大会共设 ９ 个主题报告、６ 个生物群落工作组分会场、１５ 个主题工作组分

会场、３ 个部门工作组分会场、３ 个综合主题分会场和 ３ 个 ＥＳＰ 区域工作组会场、７５ 个海报和 ３ 条会间考察线

路。 主要围绕着生态系统服务、 规划与实践、 城市、 水、 气候、 决策与管理、 以自然为本的途径等方向展开

chinaXiv:201806.00050v1

（ 图 ２） 。

图２
Ｆｉｇ．２

第九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的热点词汇云

Ｈｏｔ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９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ｓ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ｒｇ ／ ｅｓ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７）

（１） 大会特邀报告（ Ｋｅｙｎｏｔ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本次大会共有 ７ 个特邀报告，报告围绕本次大会主题“ 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展开讨

论，主要介绍了国际上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主要进展、研究热点、机遇与挑战、及其在决策和管理中应用等内
容，并从科学、政策和实践等角度出发，探讨了国际上生态系统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

ＥＳＰ 共同主席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教授作了关于“ 生态系统服务 ２０ 年” 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全球范围内最近

２０ 年以来生态系统服务领域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挑战。 强调了生态价值评估的重要性并指出生态

价值不等同于生态系统服务所带来的市场价值，提出了人类社会属于生态系统的理念。 南方科技大学刘俊国
教授作了关于“ 中国生态修复与生态文明建设” 的报告，介绍了过去 ５０ 年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退化情况，

重点介绍了中国在生态恢复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以及获得的成效。 报告指出 ２０００ 年之
前中国处于经济发展优先的社会发展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是从经济优先到生态优先的过渡阶段，２０１２ 年之后

中国处于生态建设优先的社会发展阶段。 报告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科学家及决策者共同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好未来。 来自世界混农林业中心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协调员 Ｓｏｎｙａ Ｄｅｗｉ 博士作了关于

“ 通过土地利用规划获得多元生态系统服务和绿色发展” 的报告，从理念、计划、技术、实施、预期等方面全面

介绍了印度尼西亚“ 楠苏门答腊绿色生长计划” ，结合科学研究分析展示了绿色生长计划可能带来的生态服
务功能提升，生物多样性增加以及温室气体减排等方面的效果。 世界资源研究所环境经济学家 Ｈｅｌｅｎ Ｄｉｎｇ 博
士作了关于“ 景观修复经济价值” 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景观修复的机遇、挑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分析展示了
景观修复能够同时带来生态和经济效应，提出景观修复相当于投资，具有长远的生态和经济利益，同时呼吁科
学家、经济学家和决策支持者之间应当加强交流、增强合作。 现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
生态学会副理事长欧阳志云作了题为“ 将生态系统服务融入中国政策制定” 的报告。 报告介绍了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 ＧＥＰ） 的概念，同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 以及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一起用以评价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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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以及人类社会间的关系；核算了青海省、黔东南自治区、屏边县、峨山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 ＧＥＰ；使用

ＩｎＶＥＳＴ 以及其它模型对中国 ３１ 个省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评价并绘制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各生态系统类

型的变化趋势分布图。 在此基础上，其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以及评价如何支持中国政府的环境及生态保护政
策。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李百炼教授作了关于“ 生态系统服务量化研究中的生物物理探索之路” 的报告，介
绍了多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化方法，提出了“ 生物泵” 理论，阐明了森林生态系统在整个生物圈的作用及其
与其他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 报告强调了将科学知识和技术方法应用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重要性。
约旦皇家植物园创始人，约旦王国巴斯马·宾特·阿里公主作了关于“ 生态恢复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
报告，报告介绍了约旦王国在生态建设的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展示了约旦王国几年来在生态建设方面
的努力，包括创立了约旦皇家植物园，开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牧场康复计划以及组织名为“ Ｓｉｔｉｒ” 的由当地妇

女参与的生态恢复合作社团，强调汇集多方力量，在生态系统层面进行生态修复，增强生态系统综合服务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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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生物群落工作组（ Ｂｉｏｍ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ＥＳＰ 目前拥有 １０ 个生物群落工作组，旨在促进关于特定生态系统 ／ 生物的服务和价值的信息交流，构建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数据库 （ ＥＳＶＤ） ，并为政府及决策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南。 本次大会围绕 ＥＳＰ 的 ４

个生物群落工作组的研究内容，设立了 ６ 个主题分会场，会议内容涵盖海洋、湿地、河流和湖泊以及城乡等多
个生态系统。

全球变暖严重威胁到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生物多样性 ［４⁃５］ ，因此海洋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应对研究

成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点方向。 本次大会上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Ｌｕｋｅ Ｍ． Ｂｒａｎｄｅｒ 报告了太平洋岛

国社群基于生态系统适应（ ＥＢＡ） 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 泰国兰坎亨大学的 Ｔｈａｍａｓａｋ Ｙｅｅｍｉｎ 作了题为“ 泰国

湾珊瑚群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 的报告，认为珊瑚暗礁生态系统的基础数据收集、影响因素研究、服务功
能评价都应受到重视。
生物多样性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格局间的耦合效应，探讨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同时满足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维护等研究，已成为自然保护领域的热点问题 ［６ ＼ ｜ ８］ ，也是本次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郑海峰作了题为“ 中国东北濒危白鹳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 的报告，指出 ４ 月降
水、９ 月降水、１０ 月温度、５ 月温度和 ６ 月降水是影响白鹳生境的主要气候因素，并认为退耕还湿是提升栖息

地生态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林业科学院刘刚报告了通过食性分析回答“ 亚洲大鸨为何选择黄河湿地越冬？”

的证据，指出湿地中野生植物和土壤动物为大鸨提供了食物来源，因而湿地生态植被恢复对于野生鸟类栖息
至关重要。 此外，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农村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也已成为当前学者
密切关注的问题。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ｒｎｅｒ 教授介绍了城市河流在生物多样性、碳存
储、削减洪水、磷循环、食物供给、气候调节、滨水休闲等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的 Ｌｅ Ｃｌｅｃ’ ｈ Ｓｏｌｅｎ 作了“ 瑞士草地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组合管理” 的报告，建立了在不同管理类型和强度

下的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空间分布图，从饲料生产、气候调节、侵蚀预防、授粉功能、水量调节、生境多样
性、审美空间、休闲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分析了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法国 ＩＲＳＴＥＡ 研究所 Ｐｈｉｌｉｐ

Ｒｏｃｈｅ 作了题为“ 连结城市⁃郊区梯度和生态系统服务容量” 的报告，以法国南部和北部的典型区域为案例，指
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在远离城市的方向上增加，而生态系统服务容量与土地利用模式紧密相关。
（３） 主题工作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国际生态系统服务伙伴（ ＥＳＰ） 下设 １８ 个主题工作组，旨在收集、综合以及共享工作组主题的相关信息，

以促进该方向的学科发展及相关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 根据本次会议主题，大会筛选出 １２ 个主题工作组，根

据主题工作组的工作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生态系统保护与管
理、生态修复、生态可持续性、政策制定等主题内容设置了 １４ 场主题报告。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学研究的前沿方向之一，被许多的机构和组织列为重要研究课题 ［９］ 。 土地利用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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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是影响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的重要因素，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则是生态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
一。 北京大学武旭同作了题为“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土地利用优化—以延河流域为例” 的报告。 该报告
以延河流域为例，利用特定的模型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方面的 ６８５９ 个土地利用情景下的 ４ 种生态系统

服务（ 供水、土壤保持、固碳和农业生产） 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选择“ 绿色粮食计划” 的土地利用方案可
有效解决多种生态系统服务见的权衡问题，从而有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
除土地利用变化外，理解气候变化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响应与反馈机制已成为全球化变化背景下生态
学专家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大学 Ｇａｉｕｓ Ｅｌｅｎｇａ 教授在会场作了题为“ 通过非洲农

村人口提高的农业生产系统的气候适应力：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项目中汲取的经验” 的报
告。 报告指出通过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适应行动方案项目，使得农村社区和农户可以拥有当地生产的抗逆性
种子、早期预警机制以及农业生产、水资源管理和土壤肥力保持的生态技术，这些工具与技术有助于恢复气候
变化下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而恢复农村人口与农业系统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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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指标和模型则是国际上生态系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意大利特兰托
大学 Ｂｌａｌ Ａｄｅｍ Ｅｓｍａｉｌ 博士作了题为“ 评估山区农业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的报告。 Ｂｌａｌ Ａｄｅｍ Ｅｓｍａｉｌ 博

士通过计算 ７ 个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指标，对不同区域各指标间的权衡状况进行了评价，进而查明
生态系统服务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情况。 该研究为当地景观管理和规划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

政策往往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支配自然资源利用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地对生态系统施加影响，从而
改变生态系统服务 ［１０］ 。 因此，通过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对政策的响应及反馈机制的研究，揭示生态系统对政策

变化的响应，将有助于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利用的决策方案和管理策略。 北京师范大学张帆作了题为
“上海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导致的陆地碳储量时空变化” 。 报告提出了潜在的政策措施，以

缓解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对城区碳储量的负面影响。

（４） 部门主题分会场（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ＥＳＰ 有 ９ 个部门工作组，主要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与旅游、林业、渔业、食品生产、制药业、能源部门、土著人

民，当地社区和保护社区等部门或用户间的关系。 其主要职能为收集综合交流有关工作组主题的信息，推动
有关该主题的学科发展，促进各组织间的合作交流，为 ＴＥＥＢ 国家研究、次级全球评估和 ＩＰＢＥＳ 等国际评估做
贡献。 本次会议设置共了 ３ 个部门主题分会场，分别为 １） 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水安全议程的决策支持。 ２）
旅游与生态系统服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３）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保护。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有 １ ／ ５ 的人面临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到 ２０５０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１ ／ ３。 生物多

样性已经下降了 ３０％，由于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失达 ２０．２ 兆美元 ／ 年。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水安全是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有量与质保障的水资源、能够可持续维系流域中人与生态环
境健康、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水旱灾害与水环境污染等损失的能力 ［１１］ 。 为了提高人们对水安全的认知度，
从教育层面上解决水安全问题，来自加拿大哈密尔顿水资源，环境与健康研究所 （ ＵＮＵ⁃ＩＮＷＥＨ） 的 Ｎｉｄｈｉ

Ｎａｇａｂｈａｔｌａ 指出目前已开设了基于肯尼亚、巴拿马和泰国的水安全学位课程，并进入了审核阶段；水资源与健
康的相关课程将于 ２０１８ 年完成。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理念在保护社区内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既将生态系

统服务思想融入保护区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的重要性，又突出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直接联
系。 中科院城市和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张晶晶认为，促进保护大熊猫栖息地和加
强生态系统服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大熊猫栖息地正在被破坏，其中还有对碳汇有重要功能的生
态功能区。 但是大熊猫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在秦岭地区，通过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
服务和栖息地的相关性来评价自然保护区内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的代表性。 可以作为案例研究来支持中国大
熊猫国家公园设计。 来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 的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 Ｃｏｈｅｎ⁃Ｓｈａｃｈａｍ 博士指出，在生态修复的
过程中，必须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从 ２００２ 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８ 代变化。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

指，用行动去保护，管理和恢复那些标志着社会挑战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食物短缺、水安全以及人类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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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产生社会效益。 这一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德国莱茵河流域得到了充分应用。
（５） 区域工作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ＥＳＰ 拥有 １１ 个区域工作组，涵盖不同的区域和国家，探讨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分

享已取得的经验和成果。 本次会议设有 ３ 个 ＥＳＰ 区域工作组会场，其主题分别为有：１） ＥＳＰ 区域分会和国家

网络研讨会。 ２） 亚洲论坛：面向自然途径的科学与决策。 ３）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生态文明
的觉醒。 ＥＳＰ⁃亚洲工作组于 ２０１６ 年在韩国成立，该工作组致力于生态系统服务政策研究，设立了生态系统服
务的相关合作项目以促进亚洲各学者间的合作交流，进而构建 ＥＳＰ 亚洲区域合作网络。 本次论坛则响应了

ＥＳＰ 亚洲工作组成员的呼吁，为 ２０１８ 年 ＥＳＰ⁃亚洲区域会议的顺利开展预热。 而中东和北非地区作为世界上
水资源短缺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受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其生态系统变得十分脆弱 ［１２］ 。 尽管如此，有效

的区域合作、交流和共同发展仍然是十分缺乏的 ［１３］ 。 因此，针对亚洲、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问题
进行探讨，共享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经验十分重要。 重庆师范大学李雪梅作了题为“ 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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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变化与生态效应研究” 的报告。 报告指出重庆正遭受严重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系统问题，土地利用变化是造
成重庆水土流失的关键影响因素。 针对该问题，李雪梅综合分析了重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的过程、驱动
机制，并提出多功能农地冲突的优化控制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张宇硕作了题为“ 城市化快速发展与生态系统
服务之间的权衡和协同作用” 的报告。 报告介绍了京津冀地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动态并定量
评价了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 突尼斯国家农业研究所 Ｈａｍｅｄ Ｄａｌｙ⁃Ｈａｓｓｅｎ 作了题为“ 中东和北非地区

提供多元生态系统服务的森林管理选择的经济评估” 的报告。 报告指出提供多元生态系统服务的森林管理
选择必须充分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创造双赢的局面。
（６） 综合主题分会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综合主题分会场主要围绕如何建立与使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的指南和工具以及如何将生态系统服务数
据转化为科研论文等方面展开。 德国汉诺威大学的 Ｉｎａ Ｍ． Ｓｉｅｂｅｒ、法国国家环境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ＩＲＳＴＥＡ） 的 Ｓｙｌｖｉｅ Ｃａｍｐａｇｎｅ 与来自爱思唯尔出版社的 Ｌｅｏｎ Ｂｒａａｔ 指出，青年生态系统服务学者计划（ ＹＥＳＳ）

应致力于共享全球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建立理论研究和实际生态系统服务的联系，通过全球合作，广泛探索
创新研究、批判思考和科学交流。 在促进青年生态系统服务学者合作交流合作的同时，也要注重先进文献管
理技术的使用。 来自保加利亚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研究所的 Ｋｒｅｍｅｎａ Ｇｏｃｈｅｖａｒ 认为，通过先进的文
献管理技术，在做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时，能够更快把握研究的方向和意义。 在研究中，使用例如 ＢｉｂＴｅｘ

Ｌｉｂｒａｒｙ 和 ＭＳ ｗｏｒｄ 的插件的软件和技术，能够极大提升效率。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高效管理生
态系统服务相关文献，进行促进学者成果共享，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学科的交流与发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期刊

的主编 Ｌｅｏｎ Ｃ． Ｂｒａａｔ 做了题为“ 如何将观点和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发表论文” 的精彩报告。 Ｌｅｏｎ Ｃ． Ｂｒａａｔ 介绍
了期刊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投稿要求与流程，并指出文章摘要以及全文语言的重要性。
４

结语与展望
本次大会是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又一次高水平、高层次的国际大型学术会议，也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国

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 本次大会汇集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专家学者，各位专家学者和青年科学家的学
术报告，聚焦于当前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下生态系统服务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共同探讨增强生态系统服务、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与方法。 通过本次大会可以看出当前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研究具有以下 ３ 个特征：１）

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及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模型、气候变化、土地利用
与景观、政策与决策分析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前沿与热点领域；２） 国际机构与学者侧重于生态系统服
务与人类福祉的依存关系的研究，而国内学者更加关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研究；３） 生态系统服务学科的发展
一直是国际科学界与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因此需要通过一个全球
性的合作网络，凝聚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与方法，尤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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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需要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培养与扶持，这也是本次大会的主旨之一。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第九届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大会的成功召开，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领域各类成果搭建了展示平台，为全球生态
系统服务及其相关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提供方便。 同时，促进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领域专家、学者的进行国际
交流与合作，充分展现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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