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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完善与整合现有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概念及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性概念模

型。水文情势、水力条件和地貌景观格局是对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具有关键影响的 3 大生境要素，结构功能模

型的核心是建立以 3 大生境要素为构架的生命支持系统与河流生命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同时考虑

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生境要素变化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性概念模型由以下 4 种模型

组成: 河流四维连续体模型、水文情势-河流生态过程耦合模型、水力条件-生物生活史特征适宜模型以及地貌景观

空间异质性-生物群落多样性关联模型，这 4 种模型的一体化整合，基本概括了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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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动态、非平衡和非线性系统。认识河流的本质特征，核心问题是认识河

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别是需要研究河流生命系统和生命支持系统的相互作用及耦合关系［1］。近 20 多

年来，各国学者提出了多种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概念模型，这些概念模型基于对不同自然区域不同类型

河流的调查，分别在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研究河流生命系统变量与非生命系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2］。
迄今提出的较有影响的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概念模型按发表时间顺序计有: 地带性概念( Zonation

concept) ，河流连续体概念( River continuum concept) ，溪流水力学概念( Stream hydraulics concept) ，资源螺旋

线概念( Spiralling resource concept) ，串连非连续体概念( Serial discontinuity concept) ，洪水脉冲概念( Flood
pulse concept) ，河流生产力模型( Riverine productivity model) ，流域概念( Catchment concepts) ，自然水流范式

( Nature flow paradigm) ，近岸保持力概念( Inshore retentivity concept) ［3-18］。在这些概念模型中，生态系统结构

主要研究水生生物的区域特征和演变、流域内物种多样性、食物网构成和随时间的变化、负反馈调节等。生

态系统功能主要考虑了包括鱼类、底栖动物、着生藻类等在内的生物群落对各种非生命因子的适应性，在外

界环境驱动下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流动、物种流动的方式，生物生产量与栖息地质量的关系等。多

数概念模型是针对未被干扰的自然河流，少数概念模型考虑了人类活动因素。各种概念模型的尺度是不同

的，从流域、景观、河流廊道到河段，其维数从顺河向空间一维到空间三维加时间变量的四维。各个模型采

用的非生命变量有不同侧重点，主要包括水文学和水力学两大类参数。尽管这些模型各自有其局限性，但是

它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理解河流生态系统的概念框架。
需要指出，上述结构功能模型存在若干不足。首先，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生态系统是一个整

体，系统一旦形成，各生态要素不可分解成独立的要素孤立存在。同时，生境要素不可能孤立地起作用，而

会产生多种综合效应，并与各种生物因子形成耦合关系。上述各种概念模型多为建立某几种生境变量与生态

系统结构功能的关系，反映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某些局部特征，但是无法反映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其次，这些

概念模型中生境因子主要是水文学和水力学因子，对于地貌学因子较少涉及。最后，这些概念模型大多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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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干扰的自然河流为研究对象，对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考虑不多。
为弥补现存模型的不足，本文提出了“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性概念模型”( Holistic concept model

for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river ecosystems，HCM) ［19］，其目的是在发展和整合业已存在的若干概念模型的

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反映河流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概念模型。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性概念模型抽象概括

了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主要特征，既包括河流生态系统各个组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与结构关系相对应的生物生产、物质循环、信息流动等生态系统功能特征。在模型中选

择了水文情势、水力条件和地貌景观这 3 大类生境因子，建立它们与生态过程、河流生物生活史特征和生物

群落多样性的相关关系，以期涵盖河流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考虑到近百年人类对于水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

对于河流的大规模改造，必须重视人类活动因素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影响。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

性概念模型由以下 4 个模型构成: 河流四维连续体模型( 4-dimension river continuum model，4-D RCM) ; 水文

情势-河流生态过程耦合模型( Coupling model of hydrological regime and ecological process，CMHE) ; 水力条件-
生物生活史特征适宜模型( Suitability model of hydraulic conditions and life history traits of biology，SMHB) ; 地貌

景观空间异质性 － 生物群落多样性关联模型( Associated model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geomorphology and the
diversity of biocenose，AMGB) 。图 1 表示了河流水文、水力和地貌等自然过程与生物过程的耦合关系，标出

了 4 个模型在耦合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同时标出了相关领域所对应的学科。

图 1 整体性概念模型示意图

Fig. 1 Illustration of holistic concept model

1 河流四维连续体模型

水流是水体在重力作用下一种不可逆的单向运动。如果在河流的某一横断面建立三维坐标系，定义水流

的瞬时流动方向为 Y 轴( 纵向) ，在地平面上与水流垂直方向为 X 轴( 侧向) ，与地平面垂直的为 Z 轴( 竖向)

( 图 2) 。在纵向 Y 轴方向河流的流动是主导方向，表现出河流顺水流方向的连续性。当洪水发生时，河水向

侧向 X 轴方向漫溢，使主流、河滩、河汊、静水区和湿地连成一体，形成复杂的河流-河漫滩系统，这就是

河流侧向 X 轴的连续性。在竖向 Z 轴是地表水与地下水双向渗透的方向，这种水体交换过程直接影响河床

底质内的生物过程，表现为竖向 Z 轴的连续性。
河流四维连续体模型反映了生物群落与河流流态的依存关系，描述了与水流沿河流三维方向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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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河流廊道的四维坐标

Fig. 2 4-Dimensional concept of river corridor

相伴随的生物群落连续性以及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连续

性。四维连续体模型包含以下 3 个概念: 生物群落结构

三维连续性; 物质流、能量流、物种流和信息流的三维

连续性以及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动态性。
河流四维连续体模型是在 Vannote 提出的河流连续

体概念以及其后一些学者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

提出的［5-6］，把原有的河流内有机物输移连续性，扩展

为物质流、能量流、物种流和信息流的三维连续性。
1. 1 河流生物群落结构连续性

生物群落随河流水流的连续性变化，呈现出连续性

分布特征。尽管大型河流可能穿越不同的气候分区，同

时河流沿线的纵坡有很大变化，但是沿河流的生物群落

仍然遵循连续性分布的规律。这不仅反映在沿河流岸边

植被的连续性分布，而且反映在水生动物、无脊椎动物、昆虫、两栖动物、水禽和哺乳动物等都遵循连续性

分布的规律。这种连续性的产生是由于在河流生态系统长期的演替过程中，生物群落对于水域生境条件不断

进行调整和适应，反映了生物群落与生境的适应性和相关性。
1. 2 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物种流的连续性

河流的连续性不仅是生物群落分布的连续性，更是生态系统生物学过程的连续性。由于水体具有良好的

可溶性和流动性，使河流成为生态系统营养物质输移、扩散的主通道。河流的纵向( Y 轴) 流动把营养物质沿

上中下游输送。汛期洪水的漫溢，又在横向( X 轴) 把营养物质输送到河漫滩、湖泊和湿地。水位回落又带来

淹没区的动植物腐殖质营养物。在河流的竖向( Z 轴) 河水与地下水相互补给，同时沿竖向还进行着营养物质

的输移转化。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河床底质内存在着丰富的生物量。在上述 3 个方向营养物质的输移转化以

及在食物网内的能量流动，反映了物质流与能量流的空间连续性，使得河流上游与下游、水域与滩区及地表

与地下的生态过程直接相关。
河流也是信息流和物种流的通道。河流通过水位的消涨、流速以及水温的变化，为诸多的鱼类、底栖动

物及着生藻类等生物传递着生命节律的信号。例如，在汛期，当洪水侧向漫溢到河漫滩、水塘和湿地时，一

些鱼类离开河流主槽游到河滩、河汊及湿地寻找避难所或产卵。当水位消落时，鱼类又回到河流主槽。鱼类

的这些生命活动是对水位变化的一种响应。河流既是植物种子通过漂流传播扩散的通道，也是洄游鱼类完成

其整个生命周期的通道。
1. 3 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动态性

河流生态系统存在着高度的可变性。在河流四维连续体模型中，需要设定时间作为第四维度，以反映河

流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中，由于气候变化、水文条件以及河流地貌特征的变化导致河流

生态系统的演替。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中，随着水文条件的年周期变化导致河流水位的涨落，引起河流扩展和

收缩，其连续性条件呈依时变化特征。
1. 4 人类活动影响

由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造成河流水文、水力学和河道地貌特征的改变。水坝造成了河流纵向的非连续

化［20］，不仅对鱼类的洄游形成障碍，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营养物质的输移条件( 图 3 ) 。水库形成后，动水生

境变成静水生境，泥沙在库区淤积，清水下泄引起下游河道冲刷等。这些都会对栖息地条件和结构功能的连

续性产生重大影响。防洪堤防阻碍了汛期主流的侧向漫溢，使主流与河漫滩、湿地、静水区和河汊之间无法

沟通，阻碍了物种流、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侧向的连续流动，出现一种侧向的河流非连续性特征。不

透水的防护结构也阻隔了地表水与地下水的交换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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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水坝对于河流连续性的影响示意图

Fig. 3 Illustration of dam's impacts on river continuum

2 水文情势-河流生态过程耦合模型

水文情势-河流生态过程耦合模型描述了水文情势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驱动力作用，也反映了生态过程

对于水文情势变化的动态响应。
水文情势可以用 5 种要素描述，即流量、频率、出现时机、持续时间和水文条件变化率。水文情势-河流生

态过程耦合模型反映了水文过程和生态过程相互影响、相互调节的耦合关系。一方面，水文情势是河流生物群

落重要的生境条件之一，水文情势影响生物群落结构以及生物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生态过程也调

节着水文过程，包括流域尺度植被分布状况改变着蒸散发和产汇流过程从而影响水文循环过程等［21］。

图 4 自然水文情势的生态响应

Fig. 4 Responses of ecosystem to natural hydrological regime

2. 1 水文情势与动态栖息地

河流年内周期性的丰枯变化造成河流-河漫滩系统呈现干涸-枯水-涨水-侧向漫溢-河滩淹没这种时空变化的

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栖息地类型。对于大量水生和陆生生物来说，完成生活史各个阶段( 如产卵、孵卵、喂养、
繁殖、避难、越冬、洄游等) 需要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栖息地。这种由水文情势决定的栖息地模式，影响了物种的

分布和丰度，也促成了物种自然进化的差异。河流系统的生物过程对于水文情势的变化呈现明显动态响应，水

生和陆生生物一旦适应了这种环境变化，就可以在洪涝或干旱这类看似恶劣的条件下存活和繁衍。可以说，水

文情势在维护河流及河漫滩的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整体性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2-23］。
各个水文情势要素与生态过程存在着相关关系。首先，可以把年内时间-流量过程曲线划分为两部分，

即常年可以维持的基流部分和具有脉冲特征的中高流量部分( 图 4) 。基流部分流量对于部分水生生物和常年

淹没的河滨植物是必不可少的，也为陆生动物提供了饮用水源。具有脉冲性质的中高流量其生态影响主要有

3 个方面，一是洪水侧向漫溢，为河漫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促进河流与河漫滩之间的物质交换; 二是

在河流-河漫滩系统形成动态的栖息地条件，为不同物种的不同生活史阶段提供适宜的栖息地; 三是洪水脉

冲带来了强烈的生命节律信号。
水文事件的发生时机是水文情势的另一个重要要素。许多水生生物和河岸带生物在生活史不同阶段，对

于水文条件有不同的适应性，表现为或者利用、或者躲

避高低不同的流量。如果丰水期与高温期相一致，对于

许多植物生长会十分有利。河漫滩的淹没时机对于一些

鱼类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鱼类需要在繁殖期进入河

漫滩湿地。如果淹没时间与繁殖期相一致，则有利于这

种鱼类的繁殖［24］。
某一流量条件下水流过程持续时间的生态学意义在

于检验物种对于持续洪水或持续干旱的耐受能力。比如

河岸带不同类型植被对于持续洪水的耐受能力不同，水

生无脊椎动物和鱼类对于持续低流量的耐受能力不同，

355第 4 期 董哲仁，等: 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性概念模型



耐受能力低的物种逐渐被适应性强的物种所取代［25］。
水文条件变化率会影响物种的存活和共存。例如，在干旱地区的河流出现大暴雨时，非土著鱼类往往会

被洪水冲走，而土著鱼类能够存活下来，从而保障了土著物种的优势地位。
2. 2 水文情势与物种生命节律

洪水水位涨落也会引发生物不同的行为特点，比如鸟类迁徙、鱼类洄游、涉禽的繁殖以及陆生无脊椎动

物的繁殖和迁徙等。每一条河流都携带着生物的生命节律信息，它本身就是一条信息流［26］。观测资料表明，

一些河漫滩植物的种子传播与发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洪水脉冲，即在高水位时种子得以传播，低水位时种

子萌芽。美国密西西比河的观测资料显示，洪水脉冲是白杨树树种传播的主要驱动力［27］。观测资料表明，

鱼类和其它一些水生生物依据水文情势的丰枯变化，完成产卵、孵化、生长、避难和迁徙等生命活动。长江

的四大家鱼每年 5 ～ 8 月水温升高到 18℃ 以上时，如逢长江发生洪水，家鱼便集中在重庆至江西彭泽的 38
处产卵场进行繁殖。产卵规模与涨水过程的流量增量和洪水持续时间有关。如遇大洪水则产卵数量多，家鱼

往往在涨水第一天开始产卵，如果江水不再继续上涨或涨幅很小，产卵活动即告终止［28］。在巴西 Pantanal
河许多鱼种适应了在洪水脉冲发生时产卵［29］。另外，依据洪水信号，一些具有江湖洄游习性的鱼类以及在

干流与支流洄游的鱼类，在洪水期进入湖泊或支流，随洪水消退回到干流。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主

要在宜昌段干流和金沙江等处活动。长江鲟春季产卵，产卵场在金沙江下游至长江上游。在汛期，长江鲟则

进入水质较好的支流活动［28］。
2. 3 人类活动影响

兴建水库的目的是通过调节天然径流在时间上的丰枯不均，以满足防洪和兴利的需要，这导致了河流自

然水文情势的改变。从水库中大量取水，或者引水式电站把水引入隧洞和压力管道，引起下游河段径流大幅

度下降甚至干涸、断流，无法满足下游生物群落的基本需求，导致包括河滨植被退化和底栖生物大量死亡这

样灾难性的生态后果。另一方面，经过人工径流调节后的河流会呈现水文过程均一化特征，从而引起自然水

文过程的重大改变，特别是洪水脉冲效应明显削弱。尽管为适应这种变化会有少数物种的繁殖能力大幅提

高，但是这通常以土著物种和整个系统的生物群落多样性下降为代价，造成一些湖泊鱼类成功入侵水库。另

外，洪水发生的时机改变也会使鱼类产卵下降，整个食物网都会因为水文情势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同时，洪

水持续时间的重大变化会改变植被丰度。

3 水力条件-生物生活史特征适宜性模型

水力条件-生物生活史特征适宜性模型描述了水力条件与生物生活史特征之间的适宜性。水力条件可用

流态、流速、水位、水温等指标度量。河流流态类型可分为缓流、急流、湍流、静水、回流等类型［30］。生

物生活史特征指的是生物年龄、生长和繁殖等发育阶段及其历时所反映的生物生活特点。鱼类的生活史可以

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发育期，包括胚胎期、仔鱼期、稚鱼期、幼鱼期、成鱼期和衰老期，各发育期在形态构

造、生态习性以及与环境的联系方面各具特点［31］。多数底栖动物在生活史中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浮游幼体

阶段。幼体漂浮在水层中生活，能随水流动，向远处扩散。藻类生活史类型比较复杂，包含营养生殖型、孢

子生殖型、减数分裂型等。
水力条件-生物生活史特征适宜性模型是基于如下几个基本准则: 生物不同生活史特征的栖息地需求可

根据水力条件变量进行衡量; 对于一定类型水力条件的偏好能够用适宜性指标进行表述; 生物物种在生活史

的不同阶段通过选择水力条件变量更适宜的区域来对环境变化做出响应，适宜性较低区域的利用频率降低。
3. 1 水力条件对生物生活史特征的影响

流态、流速、水位和水温等水力条件指标对生物生活史特征产生综合影响。在急流中，水体含氧量几乎

饱和，喜氧的狭氧性鱼类通常喜欢急流的流态类型，而流速缓慢或静水池塘等水域中的鱼类往往是广氧性鱼

类［32］。鱼类溯游行为模式可分为 3 个区域: 减速-休息区，休息-加速区，加速-休息区，因此，河道中需提

供不同流态以符合其行为模式［30］。对于不同的流态，比如从急流区到缓流区，鱼类的种类组成、体型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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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类型的变化比较明显［30］。对中华鲟葛洲坝栖息地野外量测和数值模拟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华鲟最适宜的

流速为 1. 3 ～ 1. 5 m /s，水深为 9 ～ 12 m［33］; 对鲫鱼适宜生长水动力条件的试验研究表明，0. 20 m /s 流速比较

适宜鲫鱼的生长［34］。
水流对于生物分布和迁移具有很大作用，河流可以把各种水生动物和它们的卵及幼体远距离传送。例

如，在长江中上游天然产卵场产卵的四大家鱼的卵和幼鱼没有游泳能力，但它们能顺水流到江河下游，并在

养料丰富的洪泛区及河湖口地区生长发育［32］。
鱼类的产卵时期受水温的影响显著，决定鱼的产卵期( 和产卵洄游) 的主要外界条件是水温和可使鱼达到

性成熟的热总量［32］。对于鱼类而言，水温对鱼类代谢反应速率起控制作用，从而成为影响鱼类活动和生长

的重要环境变量。水温通过对鱼类代谢的影响，从而影响到鱼类的摄食活动、摄食强度以及对食物的消化吸

收速率等生理机能。水温还通过对水域饵料生物的数量消长( 季节和地区变化) 以及其它理化因子( 包括光

照、溶氧、降雨量、风力、冰冻等) 的影响对鱼类的生长起间接作用［31］。底栖动物的生存、发展、分布和数

量变动除与底质、水温、盐度、营养条件有密切关系外，与流速、水深等水力条件也密切相关。有些调查表

明，底栖动物的多样性随着流速、水深等栖息地条件的多样性增加而增加［35］，说明水力条件对底栖动物的

生活史有较大影响。着生藻类受水流条件影响较小，但对水质变化反应敏感，是比较理想的水环境监测生物

指标［36］。
生物生活史特征既受水力条件的制约，又具有对水力条件的适应性。对栖息环境适应的概念是生理生态

学的核心［37］。不同的生物生活史特征对水力条件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一般而言，在河流上游，水流湍急，

但其底质多岩块、砾石，植物可以固着，因此上游鱼类多为植食性鱼类。随着到中游，底质逐渐变为砂质，

由于水流经常带走底砂，导致底栖植物难以生长，多数鱼类只好以其它动物为食料。到了下游，流速降低，

底栖植物增多，植食性鱼类重新出现［32］。
3. 2 模型的核心问题

水力条件-生物生活史特征适宜性模型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不同生物生活史特征与水力条件之间的相关

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可以表达为偏好曲线。图 5 为鲑鱼、鳟鱼稚鱼期的适宜性指标与流速、水深的偏好曲

线，适宜性指标表示对象生物与水力参数之间的适宜程度［38］。通常情况下，偏好曲线主要通过对生物的生

活史特征进行现场观察或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分析来建立。利用在不同水力条件下观察到的生物出现频

率，就可以绘出对应不同水力变量的偏好曲线。这种方法的难点是所收集到的数据局限于进行调查时的水力

变量变化范围，最适宜目标物种的水力条件可能没有出现，或者仅仅出现了一小部分，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

数据调查、处理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流态之外的其它因素也可能对生物生活史特征产生重要影响，比

如光照、水质、食物、种群间相互作用等，应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全面了解生物生活史特征与水力

条件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 5 鲑鱼、鳟鱼稚鱼期的适宜性指标与水深和流速的偏好曲线

Fig. 5 Preference curve between suitability indices of juvenile salmon and Trout and water depth or velocity

3. 3 人类活动影响

河流渠道化、河床过水断面规则化以及岸坡的硬质化等治河工程改变了自然河流的水流边界条件，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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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诸多水力因子及底质条件的变化，对生物生活史特征产生了明显影响，并可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

的变化。虽然生物对于流态的变化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但当流态变化过于剧烈时，生物将不能进行有效的自

我调节，从而对其生长、繁殖等生活史特征构成胁迫。特别是河床、岸坡的硬质化对于底栖无脊椎动物的胁

迫作用更为明显，其栖息地条件因河底渗流通道被截断，导致氧气和营养物质供给中断，致使底流区生物受

到严重影响。

4 地貌景观空间异质性-生物群落多样性关联模型

地貌景观空间异质性-生物群落多样性关联模型描述了河流地貌格局与生物群落多样性的相关关系，说

明了河流地貌格局异质性对于栖息地结构的重要意义［39-40］。
4. 1 河流形态与栖息地特征

对河流地貌形态的认识是理解河流自然栖息地结构的基础。河流地貌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水

流对地面物质产生侵蚀，引起岸坡冲刷、河道淤积、河道的侧向调整以及河势变化，构造了河漫滩和台地。
河流在径流特别是洪水的周期性作用下，形成了多样性的地貌格局，包括纵坡变化、蜿蜒性、单股河道或分

汊型河道、河漫滩地貌以及不同的河床底质及级配结构。由于河流形态是水体流动的边界条件，因而河流的

地貌格局也确定了在河段尺度内河流的水力学变量，如流速、水深等。另外，河流形态也影响与植被相关的

遮荫效应和水温效应。
河流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沿河栖息地的有效性、总量以及栖息地的复杂性。河流的生物群落多样性对于

栖息地异质性存在着正相关响应。这种关系反映了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之间的依存与耦合关系。实际上，

一个区域的生境空间异质性和复杂性越高，就意味着创造了多样的小生境，允许更多的物种共存［30］。栖息

地格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水域食物网、多度以及土著物种与外来物种的分布格局［40］。
4. 2 河流廊道的景观格局与生物群落多样性

景观格局( landscape pattern) 指空间结构特征，包括景观组成的多样性和空间配置，可用缀块、基底和廊

道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示。物种丰度( richness index) 与景观格局特征可以表示为以下一般性函数:

G = F( k1，k2，k3，k4，k5，k6，…) ( 1)

式中 G 为物种丰度; k1 为生境多样性; k2 为缀块面积; k3 为演替阶段; k4 为基底特征; k5 为缀块间隔程度;

k6 为干扰。
在河流廊道( river corridor) 尺度下的景观格局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水文和水力学因子时空分布及其变异

性，二是地貌学意义上各种成分的空间配置及其复杂性。前者在上文已讨论，后者的景观格局空间异质性在

三维方向的特征表现为: 在河流纵向表现为河流的蜿蜒性; 河流横断面表现为几何形状多样性; 沿河流竖向

表现出河床底质及其渗透性。如果河流在空间三维方向( 纵向、横向、竖向) 都具有较高的景观异质性，就会

形成浅滩与深潭交错，急流与缓流相间，植被错落有致，水流消长自如的景观格局。
河流栖息地包括河道内栖息地、岸边带栖息地、河漫滩栖息地以及季节性洪水湿地等，与之对应，自然

河流地貌景观格局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河流、河漫滩、湖泊、水塘与湿地之间保持良好的连通性，为物质流、
能量流和信息流的畅通提供物理保障。由于不同生物体具有不同的运动能力和不同栖息地范围，所以它们对

于景观格局异质性的反应也不同。在具有高度连通性的栖息地内，鱼类的物种多样性会达到较高水平。而在

连通性较低的栖息地，两栖动物则表现出较高的物种多样性。生物群落最大物种丰度对应的条件则可能介于

这两种极端条件之间。
4. 3 人类活动影响

大规模的治河工程使河流的地貌景观格局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建设防洪堤防，往往缩窄河漫滩，并

且限制了洪水的侧向漫溢，降低了河流与湖泊、湿地及河漫滩之间的连通性。自然河流被人工渠道化，蜿蜒

性的河流被裁弯取直成为折线或直线型河流; 河流横断面改变成矩形、梯形等规则几何断面; 采用不透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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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材料进行河道岸坡防护等，导致生物栖息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无序的河道采砂生产活动，破坏了自

然河流的良好栖息地结构。

5 结 语

( 1) 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性概念模型是对现存相关模型的整合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改进:

① 明确了水文情势、水力条件以及河流地貌景观是河流生境的 3 大要素，体现了 3 者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影响的综合性和整体性; ② 改进了河流连续体的概念，按照描述河流生态功能的物质流、能量流、
信息流和物种流的连续性重新予以定义; ③ 提出了河流地貌景观格局复杂性与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正相关关

系; ④ 克服原有模型大多以自然河流为对象的局限性，综合考虑了人类活动的干扰作用。
( 2) 河流水文情势、水力条件和地貌景观三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这表现在: ① 河流的动力学作用，

包括泥沙输移、淤积以及侵蚀作用，改变着河流地貌景观。② 水文情势的年周期变化，一方面使水力条件

出现时间周期性变化特征，另一方面也使河流地貌景观在空间上呈现淹没-干燥，动水-静水的空间异质性特

征。③河流地貌既是生物栖息地条件也是河流水力学过程的约束条件。总之，这 3 类因子是相互关联、不可

分割的，其引起的生态响应也是综合的。正因为如此，在进行生态评估和分析时，4 种模型应该作为一个整

体综合应用。需要强调的是，生物群落对于生境变化的生态响应是非线性的，多因子影响结果不能进行线性

迭加。
( 3) 4 种模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空间尺度。四维连续体模型的尺度为河流廊道; 水文情势-河流生态过程

耦合模型对应流域和河流廊道尺度; 水力条件-生物生活史特征适宜模型适用于河段尺度; 地貌景观空间异

质性-生物群落多样性关联模型适用于河段和河流廊道尺度。
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整体性概念模型属于概念性模型，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重点是模型的定量化以及与

信息技术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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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stic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river ecosystems*

DONG Zhe-ren，SUN Dong-ya，ZHAO Jin-yong，ZHANG Jing

(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By modifying and integrating existing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describ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river ecosystem，a holistic conceptual model is developed． The hydrological regime，flow conditions and geomorpho-
logical patterns are three major habitat factors that have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river eco-
system． The central piece in a holistic conceptual model is to establish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e sup-
porting system that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three factors and the river life system． The human-induced variability of
habitat factors and its effect on the river ecosystem are considered during the modeling process． A holistic conceptual
model usually consists of four sub-models，which are the 4-dimensional river continuum model，the coupled hydrologi-
cal regime and ecological process model，the suitability model integrating of hydraulic conditions and biological and
life history traits，an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geomorphology and biocenoses diversity model．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four models can provide essential aspects of describing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river ecosystem．

Key word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river ecosystems; hydrological regime; continuum; flow condition; flood pulse;

landscape pattern; spati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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