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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一手问卷调查资料和相关统计资料，从生态系统服务消费者的角度，对蒙古高原典型牧区生

态系统服务中食物和燃料的消费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消费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将结果与我国内蒙古牧区

的消费情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蒙古国粮食消费中以小麦为主，其他副食品以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为主，而家畜

干粪和木柴则是蒙古国最主要的燃料来源；我国内蒙古牧区基本无马肉消费，蔬菜和秸秆人均消费量高于蒙古

国。社会经济因素、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获得性或可达性以及消费行为如消费偏好等，均影响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

的消费模式和意愿，也影响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的空间差异。本文是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理论的实证研究，

可以为整个蒙古高原牧区生态-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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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

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效用。Daily和
Costanza等人列举了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如供给服

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社会服务等。而生态系

统服务的消费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对生态服务的消

费、利用和占用[1，2]。人类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形成

了复杂的耦合系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越

来越明显 [3]。目前，人们滥用生态系统服务的现象

极为普遍，如果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方式不

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话，生态系统受到的压力将进一

步加强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4]。

蒙古高原属东亚内陆高原，包括蒙古全部、俄

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蒙古高原是典型

的干旱和半干旱区，广袤的草原为当地的人畜提供

了基本生存条件。相对单一的草原生态系统极其

脆弱，极易受环境变化影响，如草原退化、生态恶化

等。蒙古高原的主体部分属于蒙古国和我国内蒙

古自治区，二者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

段，人类活动方式与强度以及对土地利用的方式和

强度都有所不同。蒙古国是蒙古高原的主要部分，

气候干旱，是世界上天然草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草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80%，农牧业是蒙古

的主要经济基础，国民经济产值的 26.2%来自于农

牧业，农牧业产值中的80%来自畜牧业。蒙古国面

积 156.65×104km2，蒙古族人口占 80%，人口密度极

低，不足2.0人/km2，人类活动轻微，主要的土地利用

方式以游牧为主，农业开垦面积很少；我国内蒙古

自治区位于蒙古高原南缘，面积约 110×104km2，全

区蒙古族和汉族为主要民族，其中蒙古族占17.5%，

人类活动相对强烈，草原地区的畜牧生产也转变为

以定居定牧为主，人口密度和载畜量都远高于同类

型的蒙古国草原地区[5]。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

生态系统服务界定[1，2，6，7]、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

价值评估[8~10]、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理论探讨[11，12]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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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而以往蒙古高原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政治、经济

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13～16]，缺乏生态系统服务消费

的实证研究。本文旨在从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者

的角度，对蒙古典型牧区对生态服务中的食物供给

和燃料供给的消费进行实证分析，寻找消费的差异

性及其影响因素，并将结果与我国内蒙古牧区的消

费情况进行对比。本研究是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费

理论的实证研究，其意义在于探求不同程度的人类

与生态系统互动影响下，蒙古高原一体化空间区域

内生态服务消费的差异性，包括内外蒙差异和外蒙

调查区域内部差异。内外蒙经济体制不同，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但生态系统退化却是整个蒙古高

原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本研究可以为整个蒙古高

原牧区生态-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如图 1所示，中央省位于蒙古国的中心，面积

8 1000km2，2004 年人口约为 8 8627 人（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Mongolia，2005），辖27个县、市，省

会宗莫德市，首都乌兰巴托位于该省中部。2003年
中央省农牧地面积为571×104hm2 [17]，2004年该省播

种面积2 9412.9 hm2，其中谷物占76%，马铃薯占8%，

蔬菜占3%。贯穿蒙古中部的中央铁路穿过中央省，

是发展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贸易的主要通道，中

蒙进出口货物的 80%是通过这条铁路集散的。该

省地处蒙古大铁路和主要公路的交汇点，承担着为

首都工业和蒙古主要铁路服务的重任。但其经济

基础仍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占主要地位，2004年家

畜密度20.96头/km2[18]，农业商品产量和农业集约化

程度都比较高，农业商品率增长迅速 [19]。调查的 5
个苏木位于中央省内，首都乌兰巴托的西侧。

正蓝旗边界为 114°55′E～116°38′E，41°46′N～

43°07′N，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锡林郭勒大草原

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距首府呼和浩特

400km，距首都北京直线距离仅180km，是离北京最

近的典型草原地区。全旗总面积1 0182km2，其中可

利用草场面积占81.8%；2004年人口8 2961人，其中

城镇人口、牧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

36%、23%和41%，汉族人口占58.7%，是一个以蒙古

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多民族聚集区[20]。

2.2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研究使用的一手数据来源于 2006年 6月下旬

在蒙古国开展的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和 2006 年

10月上旬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进行的相关问卷

调查，包括一对一的入户调查和关键人物访谈。

本调查选取研究区的基本原则为：畜牧业生产在

当地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靠近蒙古首都乌兰

巴托或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即人口

集中，交通相对发达、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地区。

基于上述原则，采用分层随机采样方法和目的

图1 研究区位置示意

Fig.1 The map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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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方法，选取蒙古国中央省靠近首都乌兰巴托的

5个苏木（Altanbulag、Bayantsogt、Batsumber、Zaamar
和Buren）作为研究区；再采用简单随机采样方法，

每个苏木取样30户，共150户，进行问卷调查，回收

有效问卷 149份；选取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牧

区塞音乡巴彦胡硕嘎查进行调查，问卷调查样本大

小为36户，有效问卷36份。

内蒙古被调查者年龄从 27~66 岁，文化程度

中小学的比例占 83%，文盲比例 11%；大多数被调

查者从事畜牧业，比例占97%（表1），户均收入5000
元以上。

对蒙古国中央省5个苏木150个牧户调查的基

本情况见表 1。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年

龄从18~80岁；普遍教育水平为初高中，占被调查者

的65%，大学学历比例仅占4%，尚有文盲7%；被访

问的农牧户以各家的男主人为主，男性比例达

72%；大多数被调查者从事畜牧养殖业，比例高达

98%以上，属于典型牧区。

二手数据来自各种统计年鉴[17，18，21]和其他统计

资料。借助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对相关数据

进行处理分析，用ArcGIS软件制作图表，用基本的

统计分析方法和对比分析法分析当地农牧户不同

种类生态服务消费现状及其差异。

表1 内外蒙被调查牧户的基本情况对比

Table 1 Basic data of farmers by survey in Inner Mongolia and Mongolia

调查地点

内蒙古牧区

蒙古国

Altanbulag
Bayantsogt
Batsumber
Zaamar
Buren

样本

（个）

36
149
30
30
30
30
29

男性比例

（%）

97
82
70
80
90
90
79

年龄

（岁）

27～66
18～80
18～73
29～80
23～80
21～70
23～75

户均人数

（人）

4
4
3
4
4
4
4

文化程度（%）

文盲

11
3
7
0
0
8
0

小学

50
23
18
28
24
7

39

初中

33
42
39
65
35
33
34

高中

3
28
32
7

31
48
23

大学以上

3
4
4
0

10
4
4

养殖业所占

比例（%）

97
98
97
96
97

100
100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服务消费结构

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费可分为直接消

费和间接消费。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人类直接消

费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服务，如对谷物、水果、蔬

菜、动物性产品和副产品的消费，除此之外，人类还

直接消费薪材并用作燃料或建筑材料等。在直接

消费的同时，人类也间接消费生态系统服务。间接

消费的生态服务系统通常指被用作生产人们使用

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中间投入，如食物生产过程中

所需要的水分、土壤养分，以及授粉与生物控制服

务等[4]。本文主要讨论食物和燃料两种人类直接消

费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

3.1.1 内外蒙生态服务消费对比 问卷调查后的数

据分析显示（表 2），总体上内外蒙的食物和燃料消

费结构一致，反映了蒙古高原牧户的消费特点，即偏

重于动物性产品，而由于内陆干旱，蔬菜和水果消费

量偏少；燃料消费以牧区特有的家畜干粪为主，内外

表2 食物和燃料消费的内外蒙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food and fuel consumption between
Mongolia and Inner Mongolia （kg/（人·年））

注：a内蒙古为牛奶和羊奶；b外蒙为牛奶和奶油，单位为 L/
（人·年）。

消费量

粮食

蔬菜

肉类

奶制品

燃料

分类

麦

大米

土豆

—

羊肉

牛肉

马肉

—

薪材

干草

秸杆

家畜干粪

内蒙古牧区

103（小麦，莜麦）

33
28
28
44
67
0

101a

417
49

138
1412

外蒙

133（小麦）

50
21
7

42
59
83

787b

435
54
8

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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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分别消费 1412kg/（人·年）和 2706kg/（人·年），其

次薪材的消费量较大，每人每年均超过 400kg。这

种一致性是由蒙古高原地理环境决定的，蒙古高原

的草原生态系统为当地牧民提供了草原生态系统

服务及相关产品，草原生态系统的供给功能决定了

生态服务消费结构。总体来看，两地的生态服务消

费结构仍存在差异：内蒙的麦类消费除小麦外还包

括莜麦；内蒙牧区蔬菜消费量为28kg/（人·年），远高

于外蒙的7kg/（人·年），外蒙的营养结构有待平衡和

改善；两地的肉类消费中，牛羊肉消费比重相当，外

蒙每人每年消费马肉83kg，而在内蒙基本无此类消

费；内蒙消费的奶制品有牛奶和羊奶，而外蒙则是牛

奶和奶油，从数量上来说，外蒙对奶制品的消费量约

为内蒙的7～8倍；外蒙每人每年对秸秆8kg的消费

远远少于内蒙古牧区的每人每年对秸秆138kg。这

些差异的形成大多由于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

内蒙古地区生活方式受汉族影响。

3.1.2 蒙古中央省 5 个苏木生态服务消费 （1）食

物。食物是与人类直接消费关系最为密切的生态

服务，一般包括谷物、水果、蔬菜、动物性产品等。

研究区属牧区，以畜牧业为主，当地自然或人工提

供的食物主要有四类：粮食（小麦、大米和土豆）、蔬

菜、肉类（羊肉、牛肉和马肉为主）和奶制品（牛奶和

奶油）。食物消费中以谷物为主，肉类和奶制品为

辅，蔬菜消费量较少。5个苏木调查得到的食物消

费量见表3，每年人均消费牛奶均超过400L，而跟内

蒙相比，还消费一定数量的奶油；蔬菜消费量较少，

大多不足10kg/（人·年）；除了牛羊肉，外蒙居民还食

用少量马肉，此类消费在内蒙已基本不存在。从外

蒙的生态服务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外蒙居民依赖草

原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摄入的蔬菜水果和

其他副食等不足。

表3 研究区食物消费量

Table 3 Food consumption in study area

调查地点

Batsumber
Altanbulag
Bayantsogt
Zaamar
Buren

粮食（kg/（人·年））

小麦

198.8
113.9
128.1
118.4
104.8

大米

63.3
39.3
57.7
51.7
37.5

土豆

39.8
11.3
27.9
12.8
12.1

蔬菜

（kg/（人·年））

11.9
4.8
8.2
3.5
5.6

肉类（kg/（人·年））

羊肉

3.7
4.7
6.5
4.9
3.8

牛肉

0.2
0.4
0.3
0.2
0.3

马肉

0.2
3.9
0.8
0.3
0.3

奶制品（L/（人·年））

牛奶

693.6
589.1
445.7
447.0
232.7

奶油

214.1
761.8
149.6
156.9
362.9

（2）燃料。生物质能是居民能源的主要形式，

尤其是在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最为普遍

的形式是薪柴消费，即购买或采集的木材及其制

品，包括矮丛林、灌木、树枝等，主要用作燃料来取

暖或做饭，其他形式的生物质能源如作物秸秆和动

物粪便也逐渐成为流行的燃料类型[22]。研究区燃料

消费中，家畜干粪和薪柴是最主要的燃料来源，这

也是由畜牧业在蒙古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决定

的。游牧的养殖方式使得众多燃料不易获取和携

带而丧失其可用性，而家畜干粪作为游牧民最易获

取的燃料被广泛地大量利用。相比之下，干草等消

费在外蒙研究区不常见。研究区燃料消费量见表

4，其中Zaamar人均年消费家畜干粪高达3750kg。
3.2 影响生态服务消费的空间差异的因素

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费模式和意愿受多种

因素影响。社区公众是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生产

者、管理者和消费者，他们已经发展和完善了各种

知识信息体系，如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支付程

度、意愿、偏好、态度、管理技术等。这些信息系统

的形成和差异总是与生态系统提供人类所期望的

服务功能的能力有关，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生

态系统服务的可获得性或可达性、消费行为如消费

偏好和消费可能性，价值实现程度和个体因素如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及宗教[4]。

表4 研究区燃料消费量

Table 4 Fuel consumption in study area （kg/（人·年））

调查地点

Batsumber
Altanbulag
Bayantsogt
Zaamar
Buren

薪柴

1040
440
560
160
20

煤炭

43
86
4
-

97

家畜干粪

916
3277
2733
3750
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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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内外蒙生态服务消费差异 内外蒙食物和燃

料消费存在差异的原因，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生活方式。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民族单

一的原因，蒙古国草原牧区长期处于半自然经济状

态，牧民保持蒙古族特色的生活方式，仍以消费典

型草原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主；而内蒙古

自治区被调查地区汉族人口占40%，当地人的生活

方式受汉族影响很大，已经由过去的游牧生活逐渐

演变为定居。新的生存方式和观念，周边地区的消

费模式也对牧户消费行为有示范作用[23]。

（2）相关政策。到2007年，内蒙古已经开展退

牧和休牧的草原面积达 800×104hm2，完成建设和保

护草原面积 38×104hm2，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影响牧

民的生态服务消费行为[24]。内蒙古牧区由于经济发

展受周围农区影响，并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保护政

策，干草消费量略少于外蒙，而秸秆消费量远远高

于外蒙。而外蒙地域辽阔、人均资源相对丰富，较

少实施生态环境相关政策。

（3）两地居民对生态环境变化的认知的不同。

由内外蒙调查问卷中相关问题答案分析可知，内蒙

牧户对于保护草地等生态保护措施等有更加积极

的认识，这些认知影响其生态服务消费行为。如对

“您目前是否采取草地保护措施？”这一问题的回

答，内蒙回答“采取措施”的占 90%，而外蒙仅有

4%；内蒙有 43%的被调查者愿意为保护草地而搬

迁，而外蒙仅有15%的人愿意。这些认知不仅直接

影响当地畜牧业发展，同时也影响对相关畜牧业产

品的消费，如肉类和奶制品，还将影响燃料的消费

结构，如干草的消耗越来越少等。

3.2.2 蒙古中央省 5 个苏木生态服务消费空间差

异 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社会发展水平等的

不同，会造成生态服务消费存在空间差异性，如

图2所示。本文选用距离大城市远近这一要素作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替代指标，乌兰巴托集中了全国城

图2 生态服务消费空间分异

Fig.2 Spatial difference of ecosystem services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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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的 1/2，通过该区域的铁路是整个蒙古及其

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的“大动脉”，中蒙进出口货物

的 80%是通过这条铁路集散的。因此乌兰巴托的

经济影响力和消费方式等会相应辐射到周边地区。

蒙古国被调查的5个苏木距离首都乌兰巴托由

近 及 远 分 别 为 Batsumber（0.35km）、Altanbulag
（0.45km）、Bayantsogt（0.92km）、Zaamar（1.97km）和

Buren（2.00km）。牛奶、蔬菜等的消费具有显著的空

间分异性，其消费量随 5个苏木距首都的距离增加

而减小；而小麦和肉类等的消费不具明显的空间差

异。以牛奶消费为例，5个苏木距首都由近及远分别

消 费 693.63kg/（人·年）、589.14kg/（人·年）、

445.70kg/（人·年）、446.98kg/（人·年）和 232.74kg/
（人·年），表明消费结构的差异，距离大城市越近，

牛奶消费量越多。以距离首都最近的 Batsumber
（0.35km）为例，该苏木消费蔬菜最多，为 11.91kg/
（人·年），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消费相对较多的蔬

菜，而距离首都相对远的牧区 Zaamar（1.97km），仅

消费3.54kg/（人·年）；而该苏木木柴消费量最多，家

畜干粪的消费量较少，不足其它 4个苏木消费量的

一半，是由于城市周围消费干粪量小，需要消费柴

和其它燃料补充。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者的角度，对蒙古

典型牧区对生态服务中的食物供给和燃料供给的消

费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典型草原生态系统提供

的服务决定了内外蒙生态服务消费结构，以肉类和

奶制品为主要食物消费品、家畜干粪为重要燃料。

而在其他食物和燃料的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方面，

尚存在差异，两地生产生活方式、经济活动和社会因

素等是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外蒙5个苏木之间食

物和燃料消费量也存在空间差异，除了本地生态系

统服务供给类型的差异，其他社会经济等人类活动

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如距离大城市的远近等。

蒙古国至今仍保持传统的游牧生活和生产方

式，而内蒙古随着经济发展，和受周边地区影响大

多演变为定居生活，圈养牲畜，并且面对日益退化

的生态环境，实施一系列政策，进行环境保护和生

态恢复，自 2000年以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实施退

耕还林（草）政策，已经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30×
104hm2，其中退耕面积 90×104hm2，荒山造林面积

140×104hm2，当地生态环境有所改善。蒙古高原在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生态环境也发生剧烈变

化，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在经济-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寻求更加科学的生态系统

服务消费模式，制定更加符合生态系统和人类和谐

存在的政策，探讨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关

系，是今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重点。

生态系统服务消费具有地域性特点，需要从生

态系统的管理者和消费者出发进行大量生态服务

消费调查，揭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可获得性及其消

费意愿，为确定生态服务的消费量、消费程度以及

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实证资料和数据。

在对当前生态服务消费现状准确分析评价的基础

上，丰富并完善生态服务消费模式及量化。研究生

态系统服务消费的空间差异，可以明确生态系统服

务消费与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

利于揭示生态服务消费的过程，为政府制定资源、

环境和生态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结合目前一

手调查数据的定性分析，今后的研究还需进一步量

化，从而计量生态服务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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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on Consumption of EcosystemServices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over the Mongolian Plateau

WEI Yunjie1，2，ZHEN Lin1，Ochirbat Batkhishig3，LIU Xuelin1，2，LI Fen1，YANG Li1，2

( 1.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Institute of Geography,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Ulaanbaatar 210620, Mongolia)

Abstract: As a hotspot in field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since the 1990s, ecosystem service and its
value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and evaluated. However, proces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pply, consumption and valua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were still not well known. There is no
systemic theory that can rationally explain and analyze behaviors of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f
ecosystem services. The presented study on human consumption of na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would shed light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ural system and human system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s. Population growth with associated increasing intervention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cosystems. The
Mongolian Plateau is one of the most frangible dry land ecosystems in the world which a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global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primary survey data and corresponding stat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service consumers, the food and fuelwood consumptions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ypical pastoral areas of Mongolia wer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sumptions with their impacts were subsequently discusse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onsum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pastoral areas of Inner Mongolia, P.R.
China, indicating that Mongolians in the study area mainly consume wheat, a variety of meat and
dairy products as food and consumes firewood and animal dung as important sources. Inner
Mongolians in the study site consume little horse meat and mor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vegetables and straw than do the Mongolians.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e availability or
accessibility of ecosystem services as well as consumer behaviors, such as consumer preferences,
jointly affect the human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willingnes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affect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ecosystem of consumer services. A series of natural and social effects
caused by land use change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co-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In addition, we explored the consumption differences in
ecosystem services over the Mongolian Plateau under different degrees of human interactions with
ecosystem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economic system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local people are faced with serious problems about land use change and ecosystem
degradation in both Mongolia and Inner Mongolia. The study woul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cological-environmental-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Key words: Consum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Spatial difference; Questionnaire survey;
Mongoli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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