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流景观生态学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水环境所  冯顺新 

1 调研背景 

1.1 调研需求 

本调研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我国实际河流生态保护工作的需要。我国河流众多，类型各不相同，由于我国人口众

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我国水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巨大，河流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保护任务

繁重，而保护的成效远不如人意。我国在“十一五”、“十二五”连续两个五年计划中均设置“水专

项”，既是我国重视水生态环境治理、也是我国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迫

切需要了解国外在河流生态环境保护诸领域的最新进展以资国内借鉴，而河流景观生态学是河流

生态学（以及景观生态学）当前正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分支之一，对其发展理应予以跟踪。 

（2）河流生态学学科发展本身的需要。河流生态学在近三十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当

前还不成熟，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对河流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予以关注。 

①如何处理数量及类型繁多的河流之间特征及生态保护要求的差异。这仍是河流生态领域具

有挑战性的问题。世界以及我国河流数量及类型众多，河流自然特征各不相同，而河流所面临的

胁迫、从而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也各不相同。限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河流生态环境研究

水平，我国对多数河流都缺乏系统全面的、长系列的水生态环境监测资料。这种状况意味着我国

在开展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时，不得不对河流开展个别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而这面临人力、物力、

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制约，在时间上也往往不允许。深入认识和处理河流的多样性，需要有对河流

生态系统自然及演变特征的更一般、更本质的认识。为尽快提高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有必要

深化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认识，发展新的具有一般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克服（至少是部分克服）

河流之间的特征差异对河流生态环保所造成的困难。 

②当前河流生态学研究中往往仍沿用“分析”的思路，将河流生态系统各要素割裂开来进行研

究，综合的、系统论的研究存在不足。当前国内外在开展河流生态保护、修复研究时，所采取的

往往仍是一种将河流生态系统各要素割裂开来，分为水文、水环境、地貌、栖息地、生物等诸方

面分别研究的“分析”的视角，缺乏将河流生态系统视为具有层次结构的、由不同尺度的结构嵌套



 

 

起来的“系统”的系统论的视角，导致所获得的研究结果虽多，但深度、力度和实用性不够。这意

味着在河流生态研究中，需要具有创新性的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景观生态学作为在陆生态系

统研究中发展起来、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生态学分支，关注的是“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相互关系，

或不同尺度上空间异质性的原因和后果”，其关注整体性、格局、结构、尺度间相互作用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恰能弥补当前对河流生态系统研究的不足。调研当前景观生态学在河流生态学研究

中的应用情况，评估将其应用于后者的可行性、当前的应用程度、未来的应用前景（发展方向），

体现了河流生态学学科发展本身的要求。 

③河流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纵向强一维性、强输运性、网络性等特征，与陆生态系统有重

大的不同，但当前河流生态学研究领域对这些特征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尚未发展出有效的方法处

理这些特征，河流生态学和相关学科的交叉还处于较初步的水平。当前，系统论、图论、网络理

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等领域的相关认识已经渗透入河流生态学的研究，并已有了初步的应用，如

系统论和景观生态学领域关于等级、尺度、尺度间相互作用，网络理论中关于网络类型、连通度

的概念已在河流生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这些应用已被指出存在若干问题。这些现象要求我们进

一步关注、调研和评估相关交叉学科在河流生态学领域中的应用情况。 

（3）河流生态学在我国发展的需要。由于我国河流生态系统所受的干扰严重，河流生态环

境保护需求强烈，我国对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但我国河流生态学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落后于国际水平。近几十年来，在河流生态学中各种理论（范式、概念模型）层出不

穷，如河流连续体概念、洪水脉冲理论、自然水流情势理论等理论相继提出，深化了对河流生态

系统结构、功能的认识，但这些理论多数由国外研究者提出。我国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理论，如

河流的“生态水文季节”、“生态标准河流”等概念[1]、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整体模型[2]，但从

总体上看，我国河流生态研究者虽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但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甚少。

为推进河流生态学在我国的发展，缩小我国在这一领域和世界水平的差距，有必要分析和跟踪河

流生态学领域的学科发展动向，而调研“河流景观生态学”这一发展迅速、且潜力巨大的河流生态

学分支，是推进我国河流生态学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1.2 调研材料的主要来源 

本调研报告参考的文献资料主要为国外专业学术期刊，包括《Freshwater biology》、

《Ecosystems》、《Earth Surface Process and Landforms》、《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British Ecological Society》、《Chicago Journals》、《Bioscience》、

《SIAM Review》、《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 Systematics》、《Hydrobiologia》、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Journal of the North American Benthological Society》、《BioOne》。

国内期刊包括《水利学报》、《水科学进展》、《水生态学杂志》以及《四川大学学报》。 

参考的专著主要为： 

钱宁, 张仁, 周志德. 河床演变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7. 

邬建国. 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第二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 研究现状与展望 

2.1 学科发展动向 

河流为发展和检验景观生态学理论提供了极好的例子，至少部分因为这种单一的、具有主导

地位的力量（水流）。景观生态学能为河流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不少助益，但对后者的研究同样有

助于推进景观生态学的进步[3]。 

2.1.1 河流景观的内涵 

在生态学中，景观的定义可概括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景观指在几十千米至几百千米范围

内，由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所组成的、具有重复性格局的异质性地理单元，而反映气候、地理、生

物、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特征的景观复合体相应地称为区域。狭义景观和区域即人们通常所说

的宏观景观；广义景观则包括出现在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尺度上的、具有异质性或斑块性的空间单

元。广义景观强调空间异质性，景观的绝对空间尺度随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而变化。它体现了

生态学系统中多尺度和等级结构的特征，有助于多学科、多途径的研究。因此这一概念越来越广

泛地为生态学家所关注和采用[4]。 

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强调空间格局，生态学过程与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

将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相整合也是景观生态学的重点学科特点和研究优势。景观生态

学中的格局（pattern）是指空间格局，广义地讲，它包括景观组成单元的类型、数目以及空间分

布与配置。尺度（scale）指在研究某一物体或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同时又可指某一

现象或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所涉及的范围和发生的频率。在景观生态学中，尺度往往以粒度（grain）

和幅度（extent）来表达。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是指某种生态学变量在空间分布上

的不均匀性及复杂程度，是空间斑块性（patchness）和空间梯度（gradient）的综合反映。

Forman&Godron[5, 6]在观察和比较各种不同景观的基础上，认为组成景观的结构单元不外乎 3 种：

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底（matrix）。斑块泛指与周围环境在外貌或性质上的不同，



 

 

并具有一定内部均质性的空间单元；廊道是指景观中与相邻两边环境不同的线性或带状结构；基

底则是指景观中分布最广、连续性最大的背景结构。因为景观结构单元的划分总是与观察尺度相

联系，所以斑块、廊道和基底的区分往往是相对的[4]。 

何谓河流景观？Wiens[3]认为，河流景观和陆地景观在几个方面有区别：（1）河流景观中有

水作为介质，给生态系统施加了强烈而又变化的力量，使斑块结构具有很强的动态性；（2）这种

有向的水流增强了河流景观的连通性，在河流中，连通性更多地是由水体这种媒介来维持，而非

景观镶嵌体的构型来提供。当前对河流景观的讨论，似乎尚未见到有人讨论河流内是否存在基底，

涉及到斑块的较多[7-9]，未见到专门针对河流生态系统“廊道”的讨论，但对连通性（connectivity）

的讨论较多[3, 10-12]。Wiens[3]认为，景观生态学家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1）将

河流视为景观镶嵌体中的和森林、道路、城市等类似的、包含在陆地景观中且内部均一的元素；

（2）河流为陆地景观所包围，但通过水陆边界或沿着河流廊道有一系列流动；（3）河流是景观

的一部分，其内部具有异质性，从而在河流系统内也存在“景观”。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河流内的

景观也是动态的，斑块的组成、空间配置方式随水文情势的变化而变化[13]。 

Ward 等[10]研究了河流景观的多样性，考察了从分汊过渡到蜿蜒形态的河流廊道内的表面水

体及其地貌特征，将河流廊道内的表层水体划分为激流的、半激流的以及静水水体，这些水体在

洪水时是相互连通的，但在干旱时则各有自己的特性。激流水体位于主河道或者上下游均与主河

道连通的汊道内。此外，激流水体还包括地下水补给的泉水或小溪、从河流廊道的边缘山坡集水

形成的溪流等。半激流水体包括其下游端与主河道连通的废弃或衰亡的汊道。河流廊道内的静水

水体有可能是冲积形成的，也有可能不是，包括由于各种原因堵塞支流所形成的湖泊、牛扼湖、

池塘、湿地和沼泽等。 

2.1.2 河流景观的多尺度特征 

河流景观具有多尺度的特征，而空间异质性被广泛认为是景观生态学的核心问题[4]。在过去

的 1/4 世纪中，斑块、生境异质性、随机及随时间的干扰、生境模板、层级尺度等概念在河流生

态研究中涌现，而这些概念很明显地与景观生态学及 GIS 有关[14]。Naiman 等[8]认为，激流生态

系统更应被认为是资源斑块的集合，而非河流连续体。Fausch 等[15]强调指出三个关键的景观生

态学概念可用于河流：（1）空间尺度的重要性；（2）生境异质性对尺度的依赖；（3）作用于景观

尺度的生态过程。尺度可能是景观生态学中首要的主题[3]。 

Frissell 等[7]和 Dent 等[9]对激流生态系统的三维等级斑块划分。其将等级尺度划分为河网

（whole streams，尺度为 103m）、河段（Segment，尺度为 102m）、局部河段（Reach，尺度为 101m）、



 

 

生境（Habitat，包括深潭（pools）和浅滩（riffles），尺度为 100m）、微生境（Microhabitat，尺度

为 10-1m）等 5 个尺度，并对各尺度的特征进行了描述[16]。这一分类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

前在使用的水生态系统的等级尺度中，最大尺度已经远大于 Frissell[7]最开始划分的最大尺度，达

到了 105-106km2[17]。 

Fausch 等[15]认为，陆地景观生态学中关于格局和尺度的效应的三个关键概念也可应用于水

生态系统研究：（1）最小时空解析度和研究区空间尺度/研究的时间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指示着

对诸过程所能理解的（时空）尺度；（2）空间异质性以及斑块性依赖于尺度，有机体对斑块的反

应与其所能感知的斑块结构差异有关；（3）许多重要的生态过程主要在景观尺度上起作用，这些

过程包括有机体在生境之间以资源利用为目的的运动，所谓“源-汇动力学过程”即物种由源区向

缺乏繁殖功能的“汇区”的运动，生境斑块之间允许动物运动的连通（连通性），以及生境斑块的

促进或限制动物体运动的边界（边缘效应）。 

对河流生态学家而言，一个挑战是如何将观察/实验的尺度与他们所研究的现象的特征尺度

相匹配[3]。斑块的质量、边界、背景、连通性、生物体的反应等都随尺度变化而变化。在一个尺

度上表现得很显著的关系可能在另一个尺度上消失。生态格局和过程对尺度的依赖性对河流生态

系统研究中的观察者和实验者均造成很大的困难。Fausch 等[15]在分析北美鱼类保护效果不如人

意的原因时认为，当前许多关于河流生态学的知识是基于人们直接感知的、或人类徒步所能接触

的区域（即尺度）内生物及生境的观察和实验结果，典型的调查或实验的空间尺度通常为沿河流

廊道广泛分布的、或者在流域内按照统计要求分布的为 50-500m 长的河段，时间尺度一般为 2-4

年。然而，渔业管理者经常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对鱼类保护而言不够有效。这是由于研究者通常回

答的是和小尺度相关的问题，但小尺度问题和和管理者所需面对的大时空尺度的问题相关性不大

（图 2-1）。这是人们对河流生态学的理解不够全面的表现之一，科学研究和实际生态保护之间

的脱节主要发生在中尺度，在该尺度上会发生很多对种群和群落非常关键的过程[15]。研究中采

样的空间尺度通常小于 200m、时间尺度一般小于两年，但鱼类种群和群落的重要生活史过程一

般对应于 1-100km 的河段长度，生境变化对应的时间尺度往往为 5-50 年[18-19]。 



 

 

 

图 2-1 科研所采用的尺度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所需的尺度之间的差别[15] 

在开展鱼类和其他生物保护时，应采用一种将河流视为整体的、空间异质的视角，而非将其

视为分离的河段的视角[15]。证明这一认识的一个例子是，在美国蒙大拿州一条河流的坡度相对

较大的支流上，秋季产卵的强壮红点鲑（bull charr，Salvelinusconfluentus）在河床坡度较小的冲

积峡谷段以 5-10km 的间距筑巢，多尺度分析表明，这些峡谷段在冬天有上涌的地下水以保证鱼

卵孵化所需的水温条件，但对这些河段更小尺度的分析表明，该种鲑鱼所选择的筑巢位置有本地

的下涌流，据推测可能为了保证鱼卵所需的充足的溶解氧[20]。基于传统的小尺度的研究方法难

以揭示作为局部的、小尺度的鱼类产卵场的大尺度地貌特征[15]。 

为解决这一尺度不匹配的问题，Schlosser 等人提出了关于鱼类生活史的动态景观模型

（dynamic landscape model of stream fish life history）[21-24]，这一模型与其他概念模型的区别在于：

强调鱼类产卵、摄食、育幼、不同生活史阶段的避难生境的空间配置的重要性，以及运动在鱼类

在这些生境间完成生活史过程的关键作用（图 2-2）。这一模型在综合了诸如生境互补（habitat 

complement）、生境补充（habitat supplement）、源汇动力学（source-sink dynamics）、相邻效应

（neighborhood effects）[22]以及激流生境的等级特征、创造及维持生境斑块镶嵌体、由于鱼类在

生境斑块之间的运动而形成集合种群的可能性之后又有所发展[24]。 



 

 

 

图 2-2 关于鱼类生活史的动态景观模型，鱼类在不同生活史阶段在不同生境间的运动是这一概念模型

的关键特征。（转引自文献[15]） 

2.1.3 河流景观的等级结构 

河流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但这种等级结构和陆地景观有较大的不同，这往往没有为人们所

重视。Fausch 等认为，对河流应引入新的概念化描述，不应将其视为采样点、线以及梯度的集

合，而应视为空间连续的、沿纵、横向展布的镶嵌体。因此，河流景观的异质性，或所谓“riverscape”

就成为研究的焦点[3, 13, 15]。 

等级结构可能是嵌套的，也可能是不嵌套的。Melles 等[14]认为，和陆地景观不一样，河流

景观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由空间嵌套的具有层级的区域所组成的，不能在空间上被不断细分为更

小尺度上的区域，河流景观可能需被视为具有方向性层级嵌套的特征。 

Melles 等[14]以及 Valentine & May[25]认为，河流和一棵真实的树一样，属于非嵌套的等级系

统，如河流的干流河段不可能被细分为不同的支流。这种等级结构可视为缺乏等级特征的“等级

位置结构”，诸多文献中将河流视为完全镶嵌在一起的等级结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25]。Seelbach

等[26]认为，应采用水文分析中常用的、将河流视为由嵌入流域面的河网相互重叠、“有向嵌套”

的网络，此时干流所在的流域包含其上所有的具有河源的流域，而后者不可能组成位于其下游的

流域，需要新的概念性（理论）框架去处理这种有向嵌套的等级结构。Poole[16]提出了描述支流

入汇导致的河流非连续性的等级斑块动态（hierarchical patch dynamics，HPD）视角。 



 

 

2.1.4 河流景观中的连通性 

景观单元之间的连通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里的连通指水文连通，即

不同河流景观单元之间以水为媒介的物质、能量和生物的交换[27]。冲积动力学过程，包括表面

水体的扩张和收缩，是维持河流连通性的主要驱动力。连通一般分为横向连通、纵向连通和垂向

连通，其中横向连通和水陆交错带、河岸带这一河流生态系统边缘有密切的联系，而垂向连通与

河床表面这一边界有密切的联系。Wiens[3]认为，关于边界（从而关于通过边界的各种交换，即

连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河岸带及其对水陆交换的影响，而对至少同样重要的河流底部边界及

通过这种边界的交换研究较少。这种边界上的动力学过程强烈地受水文变化的影响，河流景观中

边界的变化以及其很强的、不断变迁的动力学过程与陆地景观中相对稳定、二维视角的边界交换

过程形成了对比。 

以横向连通而言，连通性大小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边缘——水陆交错带的长度会产生显著的影

响，（主槽和河漫滩之间）连通性不同的河流，同等条件下水陆交错带的长度可相差 2-3 倍[10]。

河流廊道内景观单元和主槽的连通性和其本身的特征有关。对所谓“半激流水体”，仅需很小的洪

水就可以和主河道重新连通，因此频繁地在激流和静水生境之间切换，即使在未与主河道连通时，

流入的地下水仍可能在这些水体内形成轻微的流动；与废弃的汊道等半激流水体不同的是，牛扼

湖等“静水水体”和主流连通的机会相对较少，从而发展出更接近静水生境的特征[10]。 

河流的连通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研究表明，对部分河流，垂向连通对维持河流生境所需的

适宜水温具有重要作用。对多瑙河奥地利段沿连通性梯度分布的 18 个水体进行的为期一年的监

测表明，在一年的大部分时段，部分由于局部区域上涌地下水的影响，在河流景观中温度的异质

性表现得非常明显[10]。对美国作为鲑鱼产卵场的蒙大拿州山区河流的研究也表明，地表水和地

下水之间的连通能维持河道在冬季的水温，提供强壮红点鲑产卵场所需要的水温条件[20]。此外，

连通可以扮演一种复位机制，能冲走细颗粒泥沙、有机碎屑和有机物，使被隔离的水体恢复生机，

其他一些物质如生物的繁殖体可能在连通恢复的过程中被输运进来。对不同河流连通性的细致分

析有利于获得对河流景观的结构和功能特征的深入认识，包括对塑造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因子的认

识[10]。 

2.1.5 河流景观生态学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Wiens[3]提出了景观生态学中与河流生态系统有关的六个主题：（1）斑块质量存在差别，且

随时间变化；（2）斑块的边界对斑块间的相互作用及物质、能量、生物体的流动、交换产生影响；

（3）斑块的背景至关重要，边界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边界两侧是什么东西，在有些情况



 

 

下，边界背景的影响具有客观的时滞；（4）连通性最为关键，如与河流连通的湖泊沿纵向的组合

方式会影响纵向的连通效果，而筑坝、筑堤、季节性洪水等会影响横向连通；（5）生物体十分重

要，对河流景观需从“生物体”的角度去看待（organismal-based approach），而非从“人”的角度去

看待，鉴于生物体（物种）之间差别很大，可基于其生态特征及生活史特征，将各物种组合为“特

征群”（trait group），以获得物种分布、丰度或群落组合的一般格局；（6）尺度的重要性。 

河流景观生态学是多个学科交叉所形成的，与之结合最紧密的是水文学、景观生态学以及系

统科学，从而这些领域的研究方法都可能应用于本学科。鉴于河流存在以水为介质的强输运性、

准一维性、强动态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与陆地景观的特征有较大的不同，将陆地景观生态学领域

的相关概念、理论、方法应用于本学科时，应相当谨慎，确保“名实”相符。对河流生态研究而言，

应确保相关专有名词应用于水生态研究时，其内涵和水生态相关假设及知识相匹配，举例来说，

“空间嵌套”在陆生态和水生态中是两回事。 

此外，河流的独特特征也决定了其他部分领域的概念、方法可用于本领域。水生态学的未来

发展，可能要综合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以及有向嵌套等级理论（directionally nested 

hierarchies）[14]。鉴于河流有这种受限制的、方向性的结构，图论（Graph theory）及现有的网络

思维可能难以较好地适用于河网研究，但它们很可能是进一步研究的、有丰富产出的起点[28-30]。

支流入汇、湖泊和湿地均形成有向河网中不同形式的断点，这些断点能用不同类型的节点来代表

和分析[28]。也许图论中关于网络测度的知识能提供额外的启示[14]。 

2.2 专家观点 

鉴于景观生态学关注的是“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相互关系，或不同尺度上空间异质性的原因

和后果”，有利于超越生态系统的“个性”而揭示生态系统最一般的特征，近三十年来，其在河流

生态系统研究得到了应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种进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多个维度（纵向、横向、垂向）探索了河流的景观格局，提出了河流生境斑块的多

尺度划分，讨论了各生境斑块的地貌和生物特征。 

（2）将景观生态学中的多尺度、空间异质性、等级等概念以及斑块动态理论等引入了河流

生态研究，并对相关概念、理论进行了初步的适应性改造。 

（3）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河流生态系统与陆生态系统、从而河流景观与陆地景观的不同，

指出了为应对这种不同，所应引入的交叉学科、理论、方法及研究方向。 

但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可初步认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河流景观的认识仍强烈地受陆地景观生态学的影响，采取的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视角 



 

 

当前主流的对河流景观单元的划分仍基于河流地貌，如被广泛引用的 Frissell 等[7]和 Dent 等

[9]的划分，Fausch 等[15]对河流廊道内表面水体景观单元的划分，因此采用的是一种固结于地球的

坐标系。这对陆地景观是较合适的，因为陆地景观的空间位置一般不会发生明显而迅速的变化。

但河流与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不同在于，河流的生境特征受水文变化的影响，从而河流景观单元

如斑块的范围、位置等也随水文变化、从而随水体空间的涨落而变化。基于固结于地球的静态坐

标系观察河流生态系统，未能充分反映水生态系统所占据的“空间”为主要呈现三维特性并动态涨

落的水体空间，而非陆生态系统主要呈现二维特性的准静态空间，属于一种仍将水文要素视为对

生态系统的干扰、而非水生态系统生存空间的视角。这种视角不利于建立对不同类型水生态系统

的统一描述。 

（2）对河流生态系统组成要素仍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般认为，组成景观的结构单元不外乎三种：基底、斑块、廊道。从调研结果来看，在关于

河流景观生态的研究中，对斑块、尺度及等级关系等进行了较多的讨论；对廊道等主要从连通性

的角度进行研究，未见从景观的角度对廊道进行的研究；对河流生态系统中是否存在基底则完全

没有讨论。这表明当前对河流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仍缺乏统一的认识，对河流景观的认识仍有待

深化。 

（3）对河流景观的研究尺度仍太大，未能深入到河道内，与生态水力学研究脱节 

当前对河流景观的研究，在纵向上往往还停留在浅滩-深潭这个地貌单元尺度，在横向上往

往将河流的主槽作为单一单元而在河流廊道内与洪泛滩区、通江湖泊、牛扼湖等相提并论。因此，

从景观生态学出发的相关研究仍未能深入到河槽内部，未能深入到生态水力学范畴与水生态、鱼

类生态学中关于底栖生物、鱼类生境的研究建立联系，未能建立从河流景观角度开展重要水生生

物保护的新认识。 

（4）未能从景观动态变化的角度阐释水文过程的生态学内涵 

水文过程是河流生态系统中最为能动的过程，是其他诸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对水文过程生

态学意义的解释一直是河流生态学研究的核心之一，洪水脉冲理论、自然水流情势理论、生态水

文季节理论等都可视为在这一问题上的探索。河流景观很明显地随水文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研究

者理应对这一现象开展深入研究，获得从景观生态学角度的新认识，但当前尚无此方面的成果。 

（5）基于河流景观生态学概念、理论、方法的环境水流评估方法尚待发展 

当前，从河流景观角度开展的环境水流研究成果甚少，河流景观生态学尚未能在认识河流生

态系统的一般性、发展具有普适性的环境水流评估方法方面发挥作用。 



 

 

2.3 展望 

2.3.1 学科发展新动向 

景观生态学在河流生态学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鉴于景观生态学主要是基于对陆生

态系统的观察和研究而建立的，许多研究者将其引入河流生态系统研究时，对河流景观的认识保

留有浓厚的陆生态痕迹，即未能正确和充分地认识河流生态系统不同于陆生态系统的特点，将基

于陆地景观的若干景观生态学概念进行扬弃、改造，将景观生态学真正发展为“河流景观生态学”

（即 Landscape ecology  River landscape Riverscape），并较好地服务于河流的生态环境保护。

从对调研材料的分析可感受到当前河流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有若干新动向。 

（1）对河流生态系统特征与陆生态系统特征的不同的认识有所深化，新的概念、方法正被

逐步引入河流生态系统研究。 

相关研究（如文献[14]）正进一步关注河流生态系统中，水流的强输运性、对物质、生物体

输运的单向性等特征，认识到河网内的纵向连通与陆生态系统平面内连通的重大区别，认识到河

流生态系统的嵌套特征与陆生态系统的不同。认为应将系统论、图论、网络理论、有向嵌套理论

以及水文分析的相关方法进一步引入河流景观生态学研究。 

（2）对多尺度、尺度间相互作用以及尺度对研究的影响正在开展深入研究。 

相关研究正进一步讨论河流生态系统尺度的划分[10]、和尺度相关的各种作用过程，包括由

顶层向下的过程以及由底层向上的过程及相互作用[3, 16]，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采样尺度和生态

系统实际尺度不匹配所造成的影响[15]，等等。对尺度效应的深入认识有利于总结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实践中的教训，提升保护水平。 

（3）对河流生态系统嵌套结构特征及其影响的认识正在开展深入研究。 

相关研究认为以往大部分关于河流生态系统嵌套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河流生态系统应被

视为具有方向性的层级嵌套[14]。在有向嵌套的背景下，斑块的空间组合方式如何影响河流生态

系统正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4）对连通性的研究已成为热点之一。 

当前对连通性的研究正成为热点，近年来已有多篇综述性的论文讨论河流的连通性及其影响

[3, 10, 12, 14]。 

2.3.2 学科发展值得关注的热点 

基于对调研材料的理解，可认为以下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时关注。 

（1）景观生态学相关概念适应河流生态系统的定义/改造 



 

 

鉴于河流生态系统和陆生态系统在维度、输运介质、主要输运方向、连通性、时空尺度等方

面有重大的不同，而景观生态学相关概念主要是以陆生态系统为背景而建立的，相关概念应用于

河流生态系统研究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对其进行重新界定、改造或发展。以下就一些主要的概

念进行初步讨论。 

①斑块 

在对斑块进行定义时，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可能要采取不同的定义方式。以 Frissell 等[7]及 Dent

等[9]的定义方式而言，对微生境如原木树皮（bark on log）等可采用静态的定义，这些斑块的性

质主要有底质等决定，和水动力条件如水深、流速等关系不大；但对尺度更大的斑块如浅滩、深

潭、沙洲等，斑块内的均质性主要不体现为底质，而是体现为当地的水动力特征，从而对其不能

完全基于地貌特征进行定义，而必须考虑水文水动力乃至水环境要素。鉴于这些要素往往是随水

文条件变化的，这样定义的斑块就只能是一种动态的、空间尺度和位置随水文水质条件的变化而

变化的斑块，而不完全是地貌上的静态单元。在河流生态研究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尺度斑块的

这种特征。 

②基底 

当前河流景观生态领域对河流景观是否存在基底并无讨论。事实上，按照景观生态学对基底

内涵的描述，基底指“景观中分布最广、连续性最大的背景结构”。在河流中，仍存在纵向条带状、

具有连续性的背景结构，如主流带、近岸带、河岸带等。以水域生态系统而言，河流水域可沿纵

向划分为主流带（水深和流速较大的带状结构）和近岸带（水深和流速较小的带状结构，包括回

水区等缓流水域），如果将近岸带的定义进行扩展，即将非汛期河道流量和水深较小、河槽流速

也较小时整个河流的水体均认为具有近岸水体的属性，从而也视为近岸带，则近岸带为在大、小

流量时均存在的、分布最广的、连续性最大的条带状背景结构，那么近岸带可视为水域生态系统

的“基底”，而主流带体现为在基底上出现的“突变”，即在基底上出现的新的属性（将基底排开的

大水深、流速的水体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域生态系统也可认为存在基底。 

③廊道 

在鱼类生态学中，关于鱼类生境有“三场一通道”的说法，但当前河流景观生态学领域对“廊

道”的讨论很少，对所谓“连通性”的讨论较多。在河流景观生态学中，应怎样认识廊道？是否需

要引入廊道的概念？廊道和鱼类的“通道”是否是一回事，有什么关联？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讨论。 

④等级结构及嵌套性 

鉴于水域生态系统中，斑块的性质和水文水动力及水质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斑块具有动态特



 

 

征，与陆生态系统中的斑块有很大的不通过。鉴于河流存在的准一维性、单向输运性等与陆生态

系统不同的特征，其嵌套特性与陆生态系统不同，如 Valentine & May[25]认为，诸多文献中将河

流视为完全镶嵌在一起的等级结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显然，当前仍应努力摆脱景观生态学中以

陆生态系统为背景建立的观念的影响，基于河流自身的特点，继续研究水域生态系统中的等级结

构、嵌套特征、尺度间相互作用。 

⑤斑块动态 

斑块动态理论（或称斑块动力学理论）是景观生态学中的重要理论。鉴于水生态系统随水文

变化而涨落，而水文过程中包含许多大小不同的时间尺度，水域生态系统中斑块动态的内涵、特

征均有陆生态系统有重大不同。以陆地景观为背景建立的斑块动态理论也有待于基于对河流生态

系统特征的认识，予以检验、扬弃和发展。 

（2）景观生态学视角的河流生态系统格局 

基于地貌的景观单元定义和河流景观格局划分，使用的是一种适用于陆地景观研究的静态的

观点，未能较好地反映河流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中水体空间随水文变化而涨落的特点，也不

利于建立关于河流生态系统的构成、景观格局的具有一般性的概念模型。 

河流，就起水体空间而言，可分为主流带和近岸带。主流带和近岸带有其各自的特征和功能，

如主流带一般流速较高，产漂流性卵鱼类往往在主流带繁殖以满足鱼卵漂浮及幼鱼发育所需的流

速；近岸带（区）一般水深较浅、流速较低、饵料丰富，产黏沉性卵鱼类（尤其是黏草性鱼类）

往往在近岸带繁殖，近岸带也往往被鱼类作为索饵场。随水文过程的变化，主流带和近岸带的位

置、尺度、生境质量都在动态变化，河流水体空间也发生涨落，表现出河流的自然节律。主流带

和近岸带的动态涨落特征当前尚未被充分认识。 

事实上，任何自然河流均存在动态变化的主流带、近岸区，因此可抛弃以往将坐标系固结于

地球的静态观点，将河流近岸带、主流带视为河流中空间位置、生境质量和空间尺度随水文过程

涨落的生境空间，认为河流生态系统由主流带、近岸带、河岸带、河岸带外侧的高地等条带状结

构所组成，而浅滩、深潭、水生生物（如鱼类）关键生境等为镶嵌在这些条带状结构上动态变化

的斑块。按照这种理解，对河流生态系统而言，不存在主槽、洪泛滩区等概念，只有主流带、近

岸带等概念，地貌的影响体现为对二者位置、范围、质量的影响。 

鉴于山区河道、平原河流都存在主流带、近岸带等生境空间，这种描述不仅适用于冲积平原

河流，也适用于山区峡谷河流；不仅适用于顺直、弯曲河型，还适用于分汊、游荡等多种河型，

可能比基于地貌特征的静态描述更具有提取河流生态系统更一般特征的潜力。 



 

 

（3）基于景观动态变化特征的水文过程的生态学内涵 

近岸带（区）的位置和范围随河流水文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推进

对水文过程生态学内涵的认识。 

河流近岸区是河流靠近岸边、水深相对较浅、流速相对较小、水温、光照、水生生物分布都

有其特性的水域。天然河道由于河道两侧存在浅水区，从而一般都存在近岸区；对具有竖直硬化

护岸的城市河流，一般可认为缺乏近岸区。 

近岸区可认为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区域，如对未漫滩的水流，其靠近主河槽两岸的区域可视为

近岸区；对漫滩水流，河漫滩上的水流在很多时候可视为近岸区。若将观察点（坐标系）固定在

近岸区上，可发现近岸区的绝对位置、范围、特征（如底质、水动力和水温等特征）随水文涨落

的变化而变化。由于产粘性卵鱼类的繁殖往往在近岸区，而鱼类早期发育阶段幼鱼的索饵往往也

在近岸区，成鱼的索饵场也往往在近岸区，近岸区可与河流生态系统的若干关键过程建立起联系。

此外，任何河流都有近岸区，从而基于近岸区特征的环境水流划分方法或生态需水确定方法也就

具有广泛的一般性，近岸区在水动力、水环境（水温）、底质、浮游生物、底栖生物、鱼类分布

等方面都有不同于主流带的独特的特征。 

随着河道内水位的升高，近岸区的空间位置一般有所变化，与此同时，其空间尺度和水位之

间也表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映射（函数）关系，这种映射关系对具有不同河型的河道具有很大程

度的共性。据此，以具有复式断面的单一河道为例，可建立如图 2-3 所示的近岸区尺度随水位变

化的概念模型。 



 

 

 

图 2-3  关于水文过程——近岸区尺度变化过程间映射关系的概念模型 

该概念模型根据断面内的生态水力学特征，将一个简单的水位上升过程映射为较为复杂的近

岸区尺度变化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水文过程内涵的认识。对其他河道如弯曲型河道、

分汊河道，所建立的水文——近岸区涨落映射关系与上图大同小异，因此这种映射关系对认识不

同类型河道的共性具有价值，以此为基础继续开展工作，有可能获得对水文过程及河流生态系统

更深入的认识。 

（4）景观生态学和水生生物栖息地研究的结合 

当前河流景观生态学中关于生境斑块的研究明显地与关于鱼类生态的研究、关于栖息地生态

水力学特征、栖息地模型的研究脱节。为此，应将对河流景观的研究深入到水力学尺度，以对栖

息地水动力及水环境特征的研究来推进对河流景观中斑块动态的影响。 

（5）基于河流景观生态学概念、理论、方法的环境水流评估方法 

自然水流情势理论将环境水流划分为高流量、低流量和洪水脉冲这三种流量组分，这一环境

水流组分划分思想得到了发展。Richter 等[31]的环境水流组分划分方案，即将水文过程划分为逐

月低流量、极端低流量、高流量脉冲、小洪水（频率为 2-10 年一遇）、大洪水（频率为 10 年以

上一遇）等 5 种环境水流组分的方法被广泛接受，但这种划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这种划分主要

针对有洪泛滩区存在的冲积平原河流，对长江上游这种洪泛滩区不明显的 U 型或 W 型河道（即



 

 

分汊河道）不适用；小洪水和大洪水的确定仍基于水文学上洪水频率的概念，本质上仍是“水文

组分”而非“生态水文组分”，其确定并无有力的生态学内容作为支撑；逐月低流量和极端低流量

等组分同样是水文学的概念而未能较好地体现出生态学内涵；高流量作为在主槽之内的洪水脉冲，

按照现有思路，无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基于对河流景观随水文变化特征的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对水文——近岸区涨落映射关系的研

究，有利于改进环境水流组分的划分方法，并发展出对各类型河流具有较广泛适应性的、通用的

环境水流评估方法。 

2.3.3 学科发展建议及展望 

景观生态学相关概念、理论、方法在河流生态研究中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河流景观生态学当

前仍处于探索性发展阶段，远谈不上完善。我国河流类型多样，河流生态保护需求强烈，国家对

河流生态保护研究的支持力度也很大。这些意味着我国在河流生态研究领域存在良好的“弯道超

车”机会，有机会改变当前在很大程度上仅是推介和应用国外所提出的概念、理论、方法的现状，

获得具有原创性的发现，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在我院正力图创建国际一流研究院的形势下，

发现并拓展新的学科生长点，抢占学科发展制高点以在国内发挥行业引领作用，是我院科研规划

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目标。这也是我院设立国际水利水电科技发展动态调研这一类科研专项的初衷。

为达到上述目的，建议我院在科研组织、科研经费两方面采取保障措施。 

（1）建议筹组由我院河流生态研究权威专家牵头、归属特定专业学会的“河流景观生态学”

专业委员会或学组等学术组织 

要使景观生态学在河流生态研究中得到较好的应用，需要研究者对景观生态学和河流生态学

都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理解景观生态学精髓的同时，将其概念、理论、方法等基于河流生

态系统的特征进行完善、改造和发展。这种交叉涉及到多个学科，如景观生态学、河流生态学、

鱼类生态学、湿地生态学、生态水文学、生态水力学、河床演变学、河流地貌学、GIS、系统科

学等，单个研究者很难对这些领域都有深入的了解。鉴于这种情况，应通过一定的机制，如组织

论坛、学术会议等方式，促进相关学科研究者就景观生态学在河流生态研究中的应用问题进行经

常的讨论、交流。 

为此，建议筹组由我院河流生态研究权威专家牵头、归属特定专业学会的“河流景观生态学”

专业委员会或学组等学术组织，抢占学科发展的制高点，引领我国河流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同时，

还可通过在《水利学报》或院学报上组织专刊的形式，推动业内对河流景观生态学的关注。 

（2）建议我院对河流景观生态学研究予以持续而稳定的资助 



 

 

一方面，应对本领域的国际发展动态予以持续的跟踪，另一方面，也应利用我国河流多样、

保护需求强烈的优势，选择典型的河流开展探索性研究。建议在院科研专项“十三五”重点项目中

设立与河流景观生态学相关的项目，尽早开始探索性、开拓性研究，推进学科交叉，深化对我国

河流一般性及多样性的认识，为我国河流生态学的发展进行理论和实践准备。基于对调研材料的

理解，本报告认为可考虑设立内容的项目： 

①我国不同类型河流的景观格局及其特征研究 

对河流特征的认识是水利、地貌乃至河流生态学领域学者始终在思考的问题，对河流的分类

实际上是对河流特征的提炼。对河流的分类有基于地貌或河床演变特征的[32]；有基于河流生态

特征的[33-34]；有基于气候及水文特征的，如将我国河流分为湿润地区河流、半干旱干湿润地区河

流、干旱地区河流，等；有基于河床边界特征以及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如将我国河流分为

城市河流及非城市河流，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分类方法。这些分类中，有些应用了地貌（平面形

态）标准，有些用了生物标准，有些用水文标准，但还没有基于对地貌、水文及生物特征的综合

——河流景观标准进行的分类。为此，可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研究不同类型河流景观单元性质、

景观的界定、景观格局（景观单元的尺度及镶嵌方式），基于这些认识发展新的河流生态环境保

护方法。 

②基于河流景观动态变化特征的环境水流评估方法研究 

在我国，确定河流环境水流的需求十分迫切，任务十分繁重。当前，国内外的环境水流评估

方法种类众多，纷繁芜杂，仍缺乏一种对各类河流都较为适用的普适的方法。这一方面表明世界

各国有通过环境水流调控保护河流生态环境的强烈需要，另一方面可能也表明现有研究仍未能提

取各类型河流/河段最一般的共性特征。大道至简，深化对河流生态系统特征、功能的认识，深

入剖析各类环境水流评估方法的优缺点并抽取其中具有本质性、一般性的认识，从纷繁芜杂的诸

多评估方法中筛选/发展出对各类型河流/河段具有较强通用性、更具一般性的方法，是环境水流

评估研究中应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景观生态学关注整体性、格局、结构、尺度间相互作用的特

征有利于发展关于河流的具有一般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克服（至少是部分克服）河流之间的

特征差异（多样性）所造成的困难。为此，可考虑以河流生态保护需求强烈、研究条件较好、河

流特征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河流上，探索和发展基于河流景观生态学观点的环境水流评估方法。具

体来说，鉴于河流的近岸带（从而主流带）可能可被认为是河流生态系统的基底之一，而近岸带

与水文过程之间存在如图 2-3 所示的概念性关系，而特定鱼类类群（如产黏沉性卵鱼类）的繁殖

生境与近岸带有明显的关系，可以以此为突破口，确定鱼类繁殖所需环境水流，作为发展基于河



 

 

流景观的环境水流评估方法的探索性工作。从研究基础及工程需求等方面来看，当前可以以长江

为背景着手这项工作，这是由于： 

➢ 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以及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鱼类保护问

题得到了广泛关注； 

➢ 长江上游、中游的水文、地貌、水生态（尤其是鱼类生态）基础资料条件较好； 

➢ 长江河道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金沙江河段为具有 V 型断面的深切河谷；长江上游珍

稀特有鱼类保护区干流河段（大体可视为宜宾至重庆河段）为具有 U 型或 W 型断面的

流经低山、丘陵地带的宽浅河谷；荆江段——蜿蜒型平原河道；城陵矶以下河段——具

有顺直、微弯或者鹅头型汊道的分汊河段，同时受人类活动影响强烈，生态环境问题突

出； 

➢ 长江鱼类的环境水流需求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了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以及三峡水库

的生态调度。 

③河流景观视角的鱼类关键生境研究 

从调研结果来看，当前对鱼类栖息地的研究和对河流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之间脱节较为明显。

在我国，鱼类保护是河流生态环境保护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也较受重视，关于大江大河（尤其是

长江）鱼类关键生境如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等水生态系统重要生境斑块的位置、特征等已积

累了较多的资料，对鱼类的生态需求也有相当的认识。在我国，生态水力学（尤其是鱼类生态水

力学）较受重视且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将鱼类栖息地研究与河流景观生态学研究相结合，通过前

者认识河流生境斑块的特征，通过后者指导对鱼类栖息地特征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河流景观格

局的认识。李倩等[35]关于长江上游保护区铜鱼产卵场分布与浅滩深潭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视为这

种研究的一个探索。将河流景观生态学与鱼类关键生境研究结合起来，可能是我国较有希望建立

优势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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