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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益转移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进
展、挑战及展望
胡晓燕1， 于法稳 1*， 徐湘博 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与传统的对特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开展独立的实证研究相比，用效益转移法更快速并节省成本，现在

国外对效益转移法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可为其进一步用于国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借鉴。
因此，本文深入研究了效益转移法的定义、分类与选择原则，国内外用其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进展，效
益转移法准确性的挑战及转移误差的来源与控制。除此，效益转移法今后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三方面：扩大效益转
移法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领域的应用及建立在线估值数据库、深入研究如何从理论和实证上减小转移误差
这一国际难题、加强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独立实证研究并在研究中提供尽量全面的生物物理特征数据，以
更好地服务于生态保护及相关政策。
关键词：效益转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转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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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源价值被提出以来，

为生产率变动法、基于成本的途径、内涵价格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得到广泛关注。当下，不论

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5种。加拿大的

是响应国际上的《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Environmental Valuation Reference Inventory（简称

Accounting 2012：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EVRI）数据库[6]中将研究方法分为市场价值法、揭

（简称EEA）手册[1]要求，还是应对国内生态产品供

示偏好法、陈述偏好法三大类，进一步细分为21种。

给、“双碳”目标等的实现，对非市场生态系统服务

Brander et al[7]的湿地数据库中共包含8种方法。薛伊

的经济价值进行货币化评估愈发重要；因其旨在评

寰[8]将84篇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中的评

估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的支撑和福

估方法分为了12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森

祉 ，是解决可持续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9]、浙江省地方标

[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重难点是评估方法，

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

在已有的大量独立的实证研究中，评估方法没有统

陆域生态系统》[10]中给出了固定的估值方法，按照

一标准，通常靠主观选择，造成评估结果互相之间

这些评估规范进行评估的方法一致。

难以对比和甄别

，且研究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除了上述对特

间和资金。国内外，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方法

定生态系统开展独立的实证研究之外，国内外还有

包括直接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价值法（即揭示偏

另外两种评估思路可借鉴：

[3,4]

好法）和模拟市场价格法（即陈述偏好法）三大类，

第一个思路是基于已有的一般性通用参数进

但细分没有公认的标准。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行评估，国外的经典参数以Costanza等人的研究为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简称MA) 中分

代表，国内以谢高地等人的研究为代表。Costanza e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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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1]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体价值进行了评估，

到普遍认可。同时，此二人将效益转移法分为“数

其所提供的多种生态服务的“单位面积价值”被广

值转移法”与“函数转移法”两大类。其中，数值

泛引用，被引次数高达上万次。但学术界对此也存

转移法是较为简单的一种转移方法，又可细分为

在一些质疑，包括对将全球评估参数用于地方自然

“点对点转移”和“平均值转移”；函数转移法相

生态价值评估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质疑。在国内，

对复杂，但对异质性更包容，可细分为“需求函数

谢高地等人

的研究成果，对

转移”和“Meta分析转移”（图1）。该分类方法得

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制定出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

到大多数研究者的接受和认可，下面对4种细分方

位面积价值表，此项研究成果被国内文献引用多达

法

参考Costanza et al

[12,13]

[11]

进

行

研

究

。

千次。
第二个思路则是基于已开展的独立实证研究，
采用效益转移法（Benefit Transfer Method，简称BTM
或BT）进行价值推算。这种方法相对快速、简便、
低成本，且可以跨时空转移[14]，为大规模的生态价
值评估提供了可能[15]，也为不同研究对象的价值比
较提供了基础，是目前欧美等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
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自Smith & Kaoru[16]用效益转
移法评估娱乐效益以来，该方法被广泛用于生态环
境等方面的估值中。美国的国家森林服务局很早就

图 1 效益转移法的分类

开始使用已有的价值评估文献来研究“日单位价

Fig.1 Classification of BTM

值”，并且不断更新和扩展所基于的数据库

；美

[17,18]

国环境保护局在相关经济分析中将其作为一个可行
的估值方法

。在欧洲，效益转移法被用于研究价

1.1 数值转移法

[19]

值量在时空里的转移[14,20]。
综上，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传统
的独立实证研究采用的估值方法没有统一标准且需
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资金等，效益转移法正好为受
限于时间、资金和信息等的评估提供了突破方法[21]，
且国外对效益转移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可作为将其
进一步引进至国内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的重要参考。
因此，下文将从效益转移法的定义与分类、研究进
展、面临的挑战及展望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其
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相关政
策提供可靠依据。

1.1.1 点对点转移
数值转移法中的点对点转移是最简单的一种
估值方法，但实际应用中难以达到转移条件。它要
求政策地和研究地之间，在研究特征（如研究方法、
研究尺度）、研究地特征（如气温、降水、日照）
和社会经济特征（如人口密度、经济水平）等方面
必须严格一致。但实践中很难找到完全相似的地区
进行转移，所以点对点转移局限性大，在应用中需
谨慎[23]。
1.1.2 平均值转移
数值转移法中的第2类是平均值转移，可采用
几个与政策地的属性高度相似的研究地的估值结

1 效益转移法的定义、分类与选择
原则

果来计算，这是它优于点对点转移的地方。该方法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误差，之前在美国主要被应用
到类似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评估中[24,25]。数值转移
法要求政策地和研究地之间符合高度相似的假设

关于效益转移法的定义，先后有众多研究者给
出定义，Rosenberger & Loomis[22]认为“效益转移是

条件[26]，但这在实际应用中也很难达到，所以可能
存在较大的误差。

政策地 通过研究地 条件下映射得到的转移值”，得
1

2

1政策地是相对于研究地而言，指待进行价值评估的地点。

2研究地指已有的独立实证研究对应的研究地点，价值已

知。

1.2 函数转移法
函数转移法是基于构建数学统计模型来进行价
值转移的方法。该方法是依据得到的转移函数（或
方程）中的变量查找政策地的数据，进而计算转移
值[27]。
对比数值转移法，函数转移法的优点在于考虑
到了政策地和研究地之间在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特
征、研究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大大减小了转移误差，
让估值结果更接近真实值。下面对函数转移法中的
2种方法进行研究。
1.2.1 需求函数转移
需求函数转移是函数转移法中比较基础和容易
的一种。首先找到与政策地属性高度相似的一个或
几个研究地的需求函数，进而对政策地的价值进行
转移评估。以生态系统的娱乐价值为例，基于独立
实证研究特征的需求函数转移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

[8,22,28]

𝑈 = 𝑓(𝑇𝐶, 𝑆𝐸, 𝑆𝑅, 𝑋)
式中：𝑈表示旅行次数（或者访问率）；𝑇𝐶表示
旅行成本，包含直接花费和时间成本；𝑆𝐸表示研究
地的社会经济特征（如人口密度、人均GDP等）；𝑆𝑅
表示可替代该项娱乐的景区类型、距离等；𝑋表示独
立实证研究的需求函数中的其它解释变量。
需求函数转移的主要优点是将政策地和研究地
之间的地域差异作为需求函数的自变量，避免了数
值转移中直接将一个或几个独立实证研究中的数据
作为政策地的价值可能造成的大偏差甚至错误。但
需求函数转移也有自身的难点，它要求政策地与研
究地的相似性高，这在实际应用中难以达到，因而
转移误差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23,29]。
1.2.2

Meta 分析转移

函数转移法中较复杂同时也应用更多是Meta分
析转移，它是一种科学的定量综合分析方法[30,31]，核
心思想是从一批研究里提炼出一般性结论。它最初
是 由 美 国 教 育 学 家 Glass[32] 提 出 ， 命 名 为 术 语
“Meta-analysis”，此后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社
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Meta分
析被应用于环境经济学领域。
“Meta”一词在《韦氏大字典》里的解释是“较
高的逻辑形式”。“Meta-analysis”翻译成中文有多
种译名，例如元分析、荟萃分析、二次分析等，被学
者运用最多的还是直译成“Meta分析”，也更为贴

切。
Meta分析转移是对符合要求的大量独立实证
研究的样本建立数据库，通过Meta分析找出对价值
有显著影响的变量进而组成新的效益转移函数（或
方程），再用政策地的数据估算结果的过程。Meta
分析的因变量通常是政策地的价值量或最大支付
意愿或消费者剩余等；Meta分析的自变量通常是其
他研究结果中对该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通常
包括研究特征、研究地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等，或
研究者从专业层面分析可能对因变量有较大影响
的变量。通过Meta分析找出所有对因变量有显著影
响的自变量，组成一个新的效益转移函数，并对其
做准确性检验。如果转移误差偏大，需返回去检查
或调整样本或变量信息，直到通过检验。在效益转
移过程中，也可根据政策地的实际属性，对转移方
程进行调整，以使转移到政策地的结果更接近真实
值。基于Meta分析的效益转移函数的一般形式为[29]：
𝑉𝑃 = 𝑓𝑆 (𝑄𝑆/𝑃 , 𝑋𝑆/𝑃 , 𝑀𝑆/𝑃 )
式中：𝑉𝑃 表示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或自然
资源的价值；𝑃表示政策地；𝑆表示研究地；𝑄、𝑋、
𝑀分别表示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的地理特征、价值
评价方法、社会经济特征三类变量，也可用其他分
类和变量；𝑄𝑆/𝑃 、𝑋𝑆/𝑃 、𝑀𝑆/𝑃 分别表示以研究地样
本为基础调整的符合政策地特征的各个解释变量
矩阵。
赵 玲 和 王 大 尔 [33] 综 合 了 国 外 Rosenberger &
Randall的研究，将Meta分析转移的主要步骤概括为：
筛选相关文献并建立数据库、对入选回归分析的变
量进行编码、估计Meta分析回归方程、根据Meta分
析回归结果搜集政策地数据、计算政策地生态系统
服务或自然资源的价值。
较其他独立实证研究中的方法和前3种效益转
移法，Meta分析具有估值效率高且对政策地与研究
地之间的异质性更具包容性的优点。它是建立在大
量的独立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纳入研究特征、
研究地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等变量，因而可信度更
高，更可能反映政策地的真实值。大量实证研究结
果表明，Meta分析转移优于数值转移和需求函数转
移[30,34]。目前Meta分析已经成为国外流行的评估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自然资源价值和环境效益等的方
法。

发现分析中经常被忽略的收入和人口密度等社会

1.3 估值方法的选择原则
效益转移法共包含 4 种类型，应用时该选择哪
种类型是必须研究的问题，现总结如下：
(1)独立实证研究 VS 效益转移。时间、资金等
允许时，推荐开展独立实证研究，因其误差通常相
对较低[35]。但当开展独立实证研究难度大且不需要
完全精确的货币价值来进行决策时，效益转移是适
当的。
(2)数值转移 VS 函数转移。政策地与研究地的
条件非常相似时，推荐数值转移法，因其更快速；否
则推荐函数转移法[36,37]，因为很多研究表明函数转
移法比数值转移法的准确性更高[14,23,38]。
(3)需求函数转移 VS Meta分析转移。需求函数
转移首先需要找与政策地属性高度相似的一个或几
个研究地的需求函数，但这种概率通常很低 [24,39]。
Meta分析转移适用于有大量可得的独立实证研究，
对研究地与政策地间的异质性包容性更大，弥补了
其他3种效益转移法的缺点[29]。需要注意的是，Meta
分析转移对研究者筛选文献并建立样本数据库、选
取变量等要求高，否则容易造成转移的误差较大。
总之，当时间和资金等有限且研究对象已有大
量相关的独立实证研究时，Meta分析转移属最佳选
择。Meta分析转移的优点主要包括综合价值信息、
识别异常值、解决研究地与政策地异质性问题三方
面[40]。在实际应用中要实现一个好的Meta分析转移
有很多挑战[41]，主要包含4个方面

：1）筛选合适

[40]

的文献；2）确定被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单位；3）确定
可能影响被解释变量的研究方法、自然属性等解释
变量；4）处理潜在的与样本选择效应，独立实证研
究中数据的异质性、异方差性和来自同一研究的多
个样本的非独立性等因素相关的统计问题。

2 效益转移法的研究进展
2.1 国外的研究进展
效益转移法在国外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

经济变量在解释湿地价值中很重要。Barrio et al[43]
通过Meta分析研究了森林价值评估结果，且对不同
林业管理计划的边际收益进行了评估，建立了森林
价值评估结果的文献库。De Groot et al[44]筛选出320
篇文献，基于665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进
行了再评估，计算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和单位
面积价值。研究普遍认为，Meta分析转移是具有一
定可靠性的效益转移评估方法[14,30,45,46]。下面，分别
对效益转移法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应用进行总结（表1）。
由表1知，效益转移法在美国的应用最早，已有
50多年的历史，而在欧洲的应用历史是20多年；在
美国和欧洲被广泛应用，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应用有限，主要用于政策方面。转移方法上，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采用函数转移法；欧洲则偏向
于用数值转移法，努力寻求重大跨国、跨机构的合
作，以缩小在方法、数据及专业知识上的差距。转
移条件上，美国应用效益转移法的条件最充分，包
括有大量的独立实证研究，制定了较完善的效益转
移指南，开发了主流的估值数据库和专门的软件包。
欧洲的转移条件较充分，但转移受限于独立实证研
究的不足、转移的假设条件难满足。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的转移条件欠佳，主要缺乏独立实证研究、转
移指南和专业的研究人员，容易造成较大的转移误
差。虽然面临众多挑战，效益转移法已成为以上国
家重要的非市场价值评估工具，且未来将被继续研
究和应用。
除此，在美国，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的
最新方法是开发软件包，来为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
或自然资源价值提供点估计值。最知名的软件包之
一 是 InVEST 中 的 “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radeoffs”，它包含从与
土地覆盖类型相关的效益转移中得到的每英亩的
价值，然后在整个景观中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分配和
展示这些价值。另外，一些软件包不仅能提供点估
计值，而且能提供更复杂的Meta分析方程。在欧洲，

代的美国，后被广泛应用。Walsh et al[42]较早地运用

英 国 环 境 部 、 欧 洲 环 境 署 、 欧 洲 委 员 会 的 DG

Meta分析研究了人们对户外娱乐的需求。随后，

Environment等机构启动了改进效益转移程序和制

Smith & Kaoru[16] 运用Meta分析研究了人们进行娱

定 效 益 转 移 指 南 的 工 作 。 在 联 合 国 数 据 库 The

乐活动的旅行成本问题。Brander et al[7]收集了190多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 Biodiversity（简称TEEB）

篇关于湿地价值评估的独立实证研究进行Meta分析，

影响下，许多估值项目迅速出现，旨在向国家和地

表 1 效益转移法在国外的应用
Tab.1 Application of BTM abroad
内容

国家

美国

欧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首次开展条件价值评估研究的分别

1960s，美国水资源委员会制定和授

1990s，能源外部成本项目

权的水资源娱乐“日价值”被应用

(ExternE)3启动

最早的应用

是新西兰 Gluck[49]和澳大利亚的
Bennett[50]
联邦机构、州机构、咨询公司和非

应用者

欧盟、政府、研究机构、高校

政府、研究机构、高校

广泛

有限

政府组织
应用程度

广泛

空气污染与死亡风险评估；
娱乐价值评估；
交通噪声评估；

主要用于政策，具体可分为：

法律的经济效益评估；

审议新的立法和法规；环境影响评

水资源价值评估；

价；政府政策分析

自然资源损害价值评估；
应用领域
环境监管的价值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大量的独立实证研究；

独立实证研究；

制定效益转移指南；

制定效益转移指南；

开展效益转

开发估值数据库；

开发估值数据库；

移的条件

开发软件包，如 InVEST-Integrated

开发在线效益转移工具；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寻求重大的跨国、跨机构的合作

独立实证研究；
开发估值数据库；
提供估值转移函数
Tradeoffs: the Defenders of Wildlife
主流方法

函数转移法中的 Meta 分析转移

数值转移法

函数转移法

主攻方向

大力发展效益转移法

寻求重大的跨国、跨机构的合作

大力发展效益转移法

独立实证研究不足；
效益转移法被广泛应用所需的
挑战

可能引起过度使用

假设条件难满足；
需要定期更新转移函数

未来趋势

将继续应用

将继续应用

独立实证研究有限；
缺少转移指南；
转移准确性问题；
政策支持不足且多变

将继续应用

来源：根据 Johnston et al[40]的第 61-100 页内容自行总结。

方决策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40,47]。英国

488篇；2001年至今，检索到用Meta分析评估生态系

国家生态系统评估是在国家层面上应用效益转移最

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有527篇。两种主题词检索的文

详细的案例之一

，该研究集中于以往生态系统服

献中虽会有部分重复，但总体可见，国外用效益转

务供给的趋势和相关的经济价值，以及基于政策情

移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较广泛，发文数

景模拟未来的生态系统服务流。

量的总体趋势是随着年份增长而增加，且Meta分析

[48]

另外，在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检索

转移是效益转移法中应用最广泛的类型。

文献（图2）发现，1994年至今，检索到用效益转移

除此，建立生态系统或环境类估值数据库是应

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中，国外的研究有

用效益转移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或自然资源价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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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尤其对于Meta分析转移。生态系统或环境

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数据库。EVRI数据库建立于

类估值数据库是独立实证研究的文献库，或是按一

1990年，自1997年上线后持续更新，现包含5000多

定标准和程序将独立实证研究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

个独立实证估值研究的有关内容，其中独立实证研

果提取出来形成的数据库。总结目前国际上具有代

究来源排名前三的区域为北美（2161篇）、欧洲

表性的生态系统或环境类估值数据库（表2），其中

（1570篇）、亚洲（721篇），关于中国的研究仅208

加拿大的EVR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TEEB是目前

篇。

表 2 国外主要估值数据库的特征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valuation databases abroad
数据库名称

主办方及网址

目的

介绍

通过效益转移法评估环境产品

Environmental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署

自 1997 年上线以来持续更新，现包
和服务的经济价值或对人类健

Valuation Reference

含 5000 多篇独立实证研究的内容。

http://www.evri.ca
康的影响，为政策服务。

Inventory (EVRI)

包含 1000 多篇独立实证研究的内

The Economics of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http://www.teebweb.org

的价值纳入决策。

容，还包含农业与食物、环境经济

Ecosystems &

核算等内容。

Biodiversity (TEEB)
由美国马里兰大学的 D. King 和 M.

于 2000 年上线，主要对生态系统估

Mazzotta 创建，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

介绍生态系统保护、保留和恢

值概念、方法和应用进行简洁的介

护署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资助。

复的效益问题。

绍，无统计数据。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

提供一系列关于环境经济问题的文

展提供支持。

件、书籍等内容。

Ecosystem Valuation
http://www.ecosystemvaluation.org
Biodiversity Economics

http://www.biodiversityeconomics.org

从数据库建设看，国外已建成的生态系统或环

评估了我国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游憩价值 [23,27]、

境估值数据库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数据库在更新、

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54-55]、森林生态系统

维护上普遍存在困难。只有EVRI数据库真正做到了

的服务价值[56-57]。除此，周景博等人[58]选取了123个

持续更新。经检索发现，2006年前建立的12个国际

有效样本，通过Meta分析转移对生物多样性价值进

估值数据库

行了再评估，发现评估的价值类型、评估对象所在

中，5个数据库已找不到；2个数据库

[51]

网页找不到，仅主页可进入；1个数据库在维护中。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的人均

2）数据库所包含的独立实证研究以国外的研究为主，

价值量有显著影响。颜俨等人[31]用Meta分析转移评

国内研究的占比很小。3）部分数据库是为满足特定

估了中国内陆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样本外转

需求或属于科普类的数据库，不能满足生态系统服

移误差的中位数为27.12%。

务或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的要求。

2.2 国内的研究进展
国外用效益转移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及自然资
源价值等的应用已很广泛，但国内相关的研究非常
有限。彭少麟和唐小焱[52]较早地将Meta分析引入生
态学领域，分析了竞争效应。赵敏华和李国平[53]创
新地将效益转移法用于评估石油开采过程中损失的
环境价值，检验了效益转移的精度和可靠性，并指
出研究地和政策地之间必须有相同或很相似的环境
对象和社会经济变量，且可通过引入距离衰减因子
来提高精度。2009年-今，有少量研究用效益转移法

另外，在数据库CNKI中检索文献（图2）发现，
国内用效益转移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
还很有限。检索到用效益转移法评估的文献总数为
6篇，用Meta分析评估的文献总数为21篇。可见，国
内用效益转移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才
起步，还有很大空间。

文献数量(篇)

在文献中应用的另一类聚合效度检验是有效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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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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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检验。与转移误差是对转移表现的一般评价不同，
有效性检验对评估可转移性施加了严格的条件，一
般又细分为价值差异检验和模型系数差异检验 [38]。
简单地说，价值差异检验是通过t-检验或F-检验等
从统计学上比较政策地的转移估计值𝑉𝑡 与实际估计
年份

文献数量(篇)

英文/篇

中文/篇

值𝑉𝑝 [40]。模型系数差异检验又包含参数相等和模型
相等2种检验。通过研究文献中关于聚合效度的检

图2(a) 效益转移法的文献数量

验发现，价值差异检验和模型系数差异检验在大多

Fig.2(a) Numbers of literatures on BTM

数情况下是被拒绝的 [40]，各研究的平均拒绝率(即
每个研究的权重一样)是6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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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的效益转移研究的有效性检验中，
转移误差应用的更广泛[46,59,60]。转移要求转移误差
相对较小，但不一定为零。这种转变来自于这样一
种认识，即使TE=0的假设被拒绝，效益转移也可能
是准确性较高的。另外，通过有效性检验和最小化
转移误差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
英文/篇

中文/篇

年份

图2(b) Meta分析的文献数量
Fig.2(b) Numbers of literatures on Meta-analysis

3 效益转移法面临的挑战

3.2 效益转移法的挑战
效益转移法面临的挑战可分为理论和应用两
个层面。理论层面上的挑战是非市场估值方法的准
确信性，特别是陈述偏好法的准确性问题。虽然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成员 [65] 和随后的研究已经验
证了所提出的陈述偏好法的准确性，但仍有一些研
究者不信任这些非市场估值方法。其他类型的非市

近20年里，通过效益转移法进行价值评估的准

场估值方法也同样遭到质疑，比如很多研究在评估

确性问题越来越被重视[30,41]，这也成为它用于评估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时参照Costanza或

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源价值的主要挑战。本文深

谢高地的单位面积价值，估值结果存在较大争议。

入研究了效益转移准确性的检验方法、已有研究中

虽然效益转移法的理论遭到一定质疑，但不可否认

的转移准确性问题、转移误差的来源与控制。

它确实是非市场价值评估中快速且节省成本的重

3.1 效益转移准确性的检验方法

要方法。

效益转移的准确性可通过统计检验(即有效性

效益转移法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挑战主要包

检验)和转移误差检验(即可靠性检验)两类方法来判

括缺乏普遍接受的转移指南、某些领域独立实证研

断，这两者都属于聚合效度检验的范畴。可靠性检

究不足以及转移准确性问题，其中转移准确性问题

验是对效益转移法的准确性或潜在可靠性的评估。

是最大的挑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效益转移的结果

转移误差检验是可靠性检验的典型方法 [36,41]。转移

是否可信[40]。

误差百分比（Percentage Transfer Error，即简称PTE
或TE）的计算公式为[40,46]：

在20世纪80-90年代，简单的数值转移法被认为
是可接受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大多数应用是不恰当

𝑇𝐸 =∣ (𝑉𝑡 − 𝑉𝑝 )/𝑉𝑝 ∣∗ 100, or

的，因其转移条件很难达到。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

𝑇𝐸 =∣ 𝑉𝑡 /𝑉𝑝 − 1 ∣∗ 100

效益转移法的准确性问题，Meta分析转移等更复杂

式中：𝑉𝑡 表示转移估计值，𝑉𝑝 表示政策地已知

的方法随之产生。Johnston & Rosenberger[41]指出，

的值或实际估计值。𝑇𝐸表示转移估计值和实际估

很多文献中呼吁需要更复杂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

计值之间的差异程度。

问题，但是文献中给出的大量改进建议是不一致且

分散的。

数为47.22%。效益转移的误差总体偏高，超过国际

本文总结了相关研究中已有的效益转移误差，

认可的20%-40%范围[14,20]，因此转移的准确性问题

或根据文献信息计算出了转移误差（表3）。由表3可

成为效益转移法面临的最大挑战，需要深入研究转

见，文献中效益转移误差的范围从极小(<1%)到极大

移误差的来源并在转移过程中进行控制。

(>2553916.73%)，总体平均转移误差为58.26%，中位
表 3 相关研究中的转移误差
Tab.3 TE in correlated studies
参考文献

评估对象

TE 均值

TE 中位数

TE 范围

（%）

（%）

（%）

Hanley et al.[61]

水域生态系统

71.00

54.00

23.00–212.00

Brander et al.[60]

珊瑚礁的娱乐功能

186.00

79.00

—

Lindhjem & Navrud[59]

森林生态系统

47.00

37.00

2.00–266.00

43.60

—

0.10-159.00

81.57

39.00

0.00-7496.00

葡萄酒种植方式对
Baskaran et al.[62]

生态系统的影响
森林娱乐功能、

Kaul et al.[37]

水量水质

Khan et al.[63]

水域生态系统

10.20-93.90

—

0.20-782.70

Zhou et al.[46]

湿地生态系统

53.11-99.94

—

0.06-2553916.73

李庆波等[64]

湿地生态系统

9.58

—

0.08-39.02

漆信贤等[56]

森林生态系统

16.94

—

0.58-43.06

颜俨等[31]

水域生态系统

38.01

27.12

—

赵正等[57]

森林生态系统

18.54

—

—

58.26

47.22

0.00–2553916.73

总体

3.3 转移误差的来源与控制
效益转移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转移的准确性问
题，本文对转移误差的来源与控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Rosenberger & Stanley[36] 通过研究总结出两类
一般的效益转移误差，即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和泛化误差（generalization error）。第一类误
差是测量误差，由独立实证研究中的误差甚至潜在
错误引起[36]。因为独立实证研究本身的估计值与真
实值间出现误差甚至错误，在将其作为效益转移的
基础文献时，会将这些误差甚至错误带到政策地的
估计值中，从而导致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其
他价值面临转移准确性的挑战[21,66]。
第二类误差是泛化误差，是与转移过程本身有

关的误差[36]。研究地与政策地的背景间缺乏相似性、
转移方法调整这些差异的能力有限等都会导致泛
化误差。Eigenbrod et al[67]又将泛化误差细分为3种
主要类型，即一致性误差（uniformity error）、抽样
误差（sampling error）和区域化误差（regionalization
error）。
一致性误差是泛化误差的主要来源。近年来，
基于效益转移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制图等应
用中有一个重要假设：对于特定的土地覆盖类型，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是一致的(即不变的)。例如，该
假设认为所有林地的生物多样性价值都是相同的，
不管它的组成和管理历史如何。然而，某一类生态
系统的生物物理特征不可能完全一样且无变化。已

有研究发现，因存在一致性误差，不能用基于效益

因为研究地与政策地间的相似程度越高，效益转移

转移创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图来识别多项服务中

误差就越小[36]，所以变量要尽量包含研究方法及研

的热点区域或优先区域[68]。

究尺度、生物物理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等变量，可

抽样误差也可能是相当大的，因为可用于估计

减小一致性误差和区域化误差。其次，按照已选好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地通常是非常有限的，导

的研究变量，从筛选出的文献中逐一提取研究变量

致研究地样本代表性不足，产生抽样误差。某一区

对应的信息建立样本数据库。

域内的特定土地覆盖类型中，已经对生态系统服务

第四，注意回归中样本权重的设定及转移误差

价值进行了量化的研究最多只有几项且往往只有一

的检验，能减小抽样误差等。一篇文献中可能包含

项，这容易造成研究地样本的代表性不足。

多个样本，在回归中，就要对一篇文献中的多个样

从局部的、被充分研究的区域推广到更广泛的

本和一篇文献中一个样本赋予不同的权重。通常，

区域可能会引入特殊的外推问题，即区域化误差。

是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来修正样本的非独立性 [72]。

相对于政策地，研究地的范围通常在地理上是局部

除此，对于转移结果一定要进行转移误差检验，超

的，因此用它们来代表整个区域会产生区域化误差。

过国际认可的20%-40%范围[14,20]的，表示没有通过

例如，在评估美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生态系统

准确性检验，需返回去对样本数据库或模型进行调

服务价值中，淡水调节和供给服务的价值是基于一

整。

项对加利福尼亚州的湿地的研究和另一项对明尼苏
达州的开放水域的研究[69]。同样，在Costanza et al[11]
及后续者的开创性研究
究

4 展望

等中，来自印度的一项研

[70]

被用来代表全球所有热带森林的营养循环价值。

[71]

为了减少应用效益转移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误差，本研究提出以下控制方法：

与其他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定量评估方
法相比，效益转移法相对容易操作，能大大提高价
值评估的效率。虽然效益转移法可能因独立实证研

第一，政策地与研究地条件非常相似时，可用

究本身存在测量误差或转移过程产生泛化误差，但

数值转移法，否则应用函数转移法 [36,37]。实际应用

政策制定者可以接受在合理误差范围内的价值参

中，研究地与政策地的条件通常存在差异，因而Meta

考，并且目前关于制定效益转移的指南及减小转移

分析转移应用地更普遍，因其对异质性的包容性更

误差的研究不断增多。今后关于效益转移法的研究

大。

重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扩大效益转移法在国内的
第二，保证纳入数据库的文献的查全率和质量，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领域的应用及建立在线

减少抽样误差和测量误差。首先，为了保证研究文

估值数据库。效益转移法在国外的应用已有50多年

献的查全率，在中外数据库中检索时，主题词的选

的历史且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包括微观层次

取要具有包容性，尽可能地包含所有相关文献，减

的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和湿地、森林、渔业资源、

少抽样误差。其次，对检索的所有文献进行去重复、

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服务或自然资源的价值评

主题和摘要的初步筛选。最后，筛选独立实证研究

估，宏观层次的绿色GDP核算。但其在国内生态系

建立转移文献库时，如果独立实证研究足够，则选

统服务价值评估等领域中才刚刚起步，可借鉴国外

择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因为这类研究的质量

相对成熟的转移指南、数据库作参考，结合国内实

通常更高，研究结果更接近真实值；剔除使用参照

际的研究条件扩大效益转移法的应用，为国内生态

Costanza、谢高地等当量因子估值的文献和其他研究

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可持续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

本身有明显不足的文献，减少测量误差。

现、生态旅游及相关政策等提供快速且准确的参考

第三，确定合适的研究变量、建好样本数据库，

依据。同时，基于国内的研究可建立在线估值数据

减小一致性误差和区域化误差。首先，参考已有的

库，以弥补EVRI等国际数据库中中国案例的不足，

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源价值文献、经典数据库来

更好地为国内生态系统服务及自然资源的价值评

设置研究变量。除此，基于对所研究的生态系统和

估服务。二是深入研究如何从理论和实证上减小转

自然资源的深入理解，加入可能的潜在影响变量。

移误差这一国际难题。效益转移法的准确性问题是

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国际认可的效益转移误差是

literature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6，33 (2)：

在20%-40%范围内[14,20]，目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研

223-250.

究有限，需要深入研究，可从测量误差、泛化误差
[36,67]

等理论及实证上研究如何减小效益转移误差，

[8] 薛伊寰. 基于效益转移的湿地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研究 [D]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2015.

为其更广泛的应用提供重要保障。三是加强对生态

XUE Y H. Study on wetland ecosystem valuation based on benefit

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的独立实证研究，并

transfer [D]. 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015.

在研究中提供尽量全面的关于研究地的生物物理特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森林生态系统

征的数据。足够数量且有质量保证的独立实证研究

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2020.

是使用效益转移法的基础。在研究的设计中不仅考

State

虑研究本身的需求，还应尽量完善研究地的生物物

administration. Specifications for assessment of forest ecosystem

理特征类数据，为不同研究间的对比和被二次应用

services (GB/T 38582—2020), 2020.

提供支持。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Standardization

[10]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
范陆域生态系统》(DB33/T 2274—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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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Benefit Transfer for Ecosystem Services Valuation: Research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HU Xiao-yan1, YU Fa-wen1, XU Xiang-bo2
(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valuation on specific ecosystem services by traditionally independent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aster and cost
saving using benefit transfer method. At present, the benefit transfer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 abroad, which could provide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using this method into the ecosystem services valuation and related policies in China. Therefore, the article
conducts a thorough study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election principles of benefit transfer method, the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sing this method to evaluate the ecosystem services, the accuracy challenges and the source and control of transfer error.
Furthermore, three aspects of prospect are proposed here as follow: 1)the benefit transfer method should be used more for the domestic
ecosystem services valuation and online valuation databases should be built, 2)how to figure out 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 of transfer
error reduction from theory and demonstr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3)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data on bi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provided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research, so as to serve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lated policies better.
Key words: benefit transfer; ecosystem services; valuation; transfer e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