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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口作为河流和海洋的交汇地， 具有生态交错带特性， 其在自然和人类活动双重压力下发生着演变。 生态

模型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及其时空演变规律以及生物过程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反馈机制的重要手段。
采用不同方法对生态模型进行分类， 综述各类生态模型的特性、 优缺点及应用领域。 讨论建模过程中模型变量与

函数、 模型整合及时空尺度、 模型参数取值及不确定等关键技术问题。 分析各类生态模型在河口生态工程设计、
生态系统修复、 生态系统评价、 系统决策支持等管理领域的应用。 尽管中国河口生态模型构建及应用已有一些成

果， 但与国外相比， 在理论生态学及数据积累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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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岸带水体， 直接与外海联通， 在此海水与淡水掺混［１］， 作为陆域生态系统和海

域生态系统的过渡带水体， 有着典型的生态交错带特性［２］。 物质循环和流量流动是河口生态系统最重要的

两大功能。 大部分河口生态系统是开放的、 多变的系统， 物理过程的主导作用导致生物圈和非生物物质之间

的充分交换。 与其他水生生态系统相比， 河口地区具有不同类型的初级生产者， 包括浮游植物、 盐沼地植

物、 红树林、 沉水海草以及海底藻类， 除了基于浮游植物的掠食食物网外， 还有碎屑食物网， 即很多植物不

会受到直接捕食， 而是死亡、 腐烂、 分解， 再被消费者食用。 河口生态系统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多样的功能

特性， 其中最显著的是其生态功能。 作为河流与海洋的交汇地， 河口有着丰富的营养物质， 为各种生物的生

活、 繁殖提供了场所， 有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其中的渔业养殖与捕捞为其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该

区域还是天然的污染缓冲带， 可以过滤陆地径流携带的大量污染物， 从而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河口生态系统在各种自然力作用下时刻发生着变化， 同时该地区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加剧着系统的演化进

程及不确定性。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① 过量有机、 无机物质的汇入以及热能的排放导

致生态系统结构和代谢功能发生改变。 在比利时的 Ｓｃｈｅｌｄｔ 河口， 来自污水处理厂以及流域径流的高负荷有

机物导致高水平的细菌呼吸作用［３］， 河口完全变成异养型区域［４⁃５］。 中国主要的河流， 如长江、 珠江、 钱塘

江等，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间每年总共携带超过上千万吨的污染物进入近海。 热电厂冷却水的热污染干扰生物个

体生理过程， 导致其行为的改变、 疾病的增加以及气溶度变化。 ② 涉水工程建设及区域发展导致水流条件

改变、 湿地锐减、 生物栖息地破坏。 美国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河口三角洲地区， 原先的淡水植物正逐渐被耐盐植物所

替代， 植被区域也逐渐演替为水域［６⁃７］。 Ｂｌｕｍ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ｓ［８］ 表示由于泥沙量减少和海平面上升， ２１ 世纪末几

乎所有的三角洲湿地都会消失。 ③ 有毒物质（重金属、 杀虫剂以及工业副产品等）进入系统， 在水体和沉积

物中迁移， 并附着在河口底泥中， 可能在河口食物网中形成生物累积［９］。 ④ 过度的渔业捕捞或外来物种的

引入导致物种组成的直接改变［１０］， 一些河口渔场由于过度捕捞已经逐渐退化， 包括香鱼、 鳗鱼、 牡蛎、 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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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在内的多个物种面临濒危［１１⁃１２］， 新物种的引入亦是系统结构改变的主要原因。
河口生态系统内生物组分和非生物组分相互作用构成了不易通过肉眼观察而被完全理解的复杂结构； 同

时它是一个动态系统， 各组分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并与其相关项相互作用， 形成了一个分层动力系

统； 人类的干扰给本已复杂的系统演变带来压力及不确定性。 将复杂系统进行概化，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建立

模型描述其演化过程， 模拟结果可为河口生态工程设计、 生态系统修复、 生物及栖息地保护、 生态系统评价

和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生态模型发展历程及其分类

１ １　 水生生态模型发展历程

生态模型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及其时空演变规律以及生物过程对生态系统影响及其反馈机制的重

要手段， 它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种简化， 这种简化取决于对生态系统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突出系统的特征及

关注的问题。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 生态模型作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逐渐发展起来。 最初的生态模型主要基

于严密的数学和生物学基础理论， 通过简练表达式描述一些理想情况下的生物过程， 最典型的有 Ｌｏｔｋａ⁃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种间竞争模型。 随后生态模型发展为种群动态模型， 考虑到年龄结构、 时滞、 迁徙、 种内种间竞争、
捕食等， 主要分析生境内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期间代表性的模型有具年龄结构的 Ｌｅｓｌｉｅ（１９４５）矩阵模

型、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１９４８）带时滞的种群增长模型以及 Ｈｏｌｌｉｎｇ（１９６５）提出的捕食者⁃被捕食者 ３ 种类型的功能响

应模型［１３］。
然而， 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生存离不开周围的环境介质， 对于水生生态系统而言， 模拟生物体的个体生长

死亡、 种群变化、 种间竞争、 群落演变和食物网等， 必定离不开描述水体运动及水质状况的水环境模型。 同

样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经典的 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Ｐｈｅｌｐｓ（Ｓ⁃Ｐ）水质模型诞生， 该模型的突破点在于首次耦合模拟了两个

水质参数（ＢＯＤ、 ＤＯ）， 可以模拟河流、 河口等水体环境。 随后的三四十年间， 学者对 Ｓ⁃Ｐ 模型进行修正和

补充， 考虑泥沙影响、 外源污染等， 研究多参数的取值问题， 并发展了用于湖泊、 海湾等水域的二维水质

模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水生生态模型得到迅猛发展，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① 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求

解复杂的数学问题成为可能； ② 随着环境污染不断加剧、 生态系统日益脆弱， 人们更加关注环境保护、 生

态修复、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领域技术手段的研究。 ７０ 年代开始， 为了研究水域的富营养化及水华现象， 学

者们在水质模型中耦合了生物的生长， 发展了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系统模型， 涉及营养物质磷、 氮的循环系

统、 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系统、 生物生长率与营养物质、 阳光、 温度的关系以及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生长率

之间的关系。 富营养化模型是水生生态模型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７０ 年代中期后的水生生态

模型开始转入对生态系统动力学变化的揭示上， 尽管研究的目的还主要是为富营养化服务， 但模型关注的对

象已超越了对生源要素的模拟， 用多层、 多室、 多成分的复杂模型来模拟水体中的物理、 化学、 生物、 生态

和水动力等重要过程， 采用连续变化的参数和目标函数来反映生物过程对外界环境的响应， 如丹麦 Ｇｌｕｍｓｏ
生态模型［１４］和 ３ＤＷＦＧＡＳ 模型［１５］等。

水生生态模型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 从零维到三维的过程， 并逐渐用于各种水体的污染控制和生态

系统管理。 采用生态模型研究水生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过程， 存在着明显的两个分支： ① 关注对象为生物系

统， 模拟生物个体、 种群、 群落及各营养级食物网的演变， 研究周边水文、 气象、 环境因子对生命系统的影

响， 如种群动力学模型； ② 研究对象为生境系统， 即生物栖息地的质量、 特性、 功能， 如水流的运动特性、
水环境质量、 泥沙冲淤规律等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子的变化以及生物对这些因素的响应过程， 如生物

地球化学模型。 将系统中不同时空尺度的环境变化过程和生物生长过程耦合， 考虑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机

制， 实现生态系统的反演、 再现、 预测， 是水生生态模型的难点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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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生态模型分类

从生态模型的描述方法来看， 可将其分为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 概念模型是采用定性的图表或文字等形

式来描述模型各组分之间的关系， 阐述最符合模型目标的组织层次。 数学模型是根据系统内物质或能量流动

特点而建立的数学方程或计算机程序， 并采用一定的数值方法求解。 数学模型可以更进一步分为统计模型和

机理模型。 统计模型最初是从经验数据建立起来的， 仅仅是描述性的， 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有因果关

系， 统计模型的实例包括初级生产力的简单模型［１６］、 生物种群动力学模型［１７］、 复杂的流域和生态模型［１８］。
机理模型包括系统内的因果关系， 是基于过程的模型， 在理解生态系统运作的基础上建立， 并描述各种物

理、 化学、 生物过程， 如模拟水动力模型［１９］、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２０］、 种群动力学［２１］。 依据模型的复杂性，
可分为 ４ 种类型： 简单的回归模型、 简单的营养物平衡模型、 复杂的水动力、 水质、 生态综合模型以及复杂

的生态结构动力学模型。 前二者不能反映水生生态系统变化， 仅能对影响生态系统生源要素的变化进行模

拟。 从相对关系来看， 生态模型亦可分为如下几种： 稳态模型⁃动态模型； 确定性模型⁃随机模型； 线性模型⁃
非线性模型； 集总模型⁃分散模型； 简化模型⁃整体模型； 管理型模型⁃研究型模型。

按照模拟对象来划分， 生态模型主要包括种群动力学模型、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和生物能量学模型。 这 ３
类模型是最初环境管理中应用最广泛的模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 为了解决一些特定生态问题的需要， 发

展了诸如结构动力学模型、 模糊生态模型、 基于个体的生态模型和生态毒理学模型等。 各类模型优缺点见表

１， 各类模型的特点、 功能、 发展历程和应用范围如下：

表 １　 各类模型优缺点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类型 优点 缺点

生物地球化学和生
物能量动力学模型

① 基于因果关系构建； ② 基于质量和能量守恒原理；
③ 易于理解、 解释和开发； ④ 有现成的软件， 如
Ｓｔｅｌｌａ； ⑤便于预测。

① 无法使用不均匀的数据； ② 需要相对完备的数据库；
③ 模型复杂， 参数数量多时难以率定； ④ 没有考虑物种构
成的适应性和变化特征。

稳态生物地球化学
模型

① 比其它模型类型需要较少的数据集； ② 尤其适用于
平均或极值条件； ③ 结果易于率定和验证。

① 无法得到动力学过程和随时间变化的信息； ② 无法预测
随时间变化的独立变量； ③ 仅能得到平均或最不利条件下
的结果。

种群动力学模型
① 能够遵循种群发展过程； ② 易于考虑年龄结构和影
响因子； ③ 大部分基于因果关系。

① 有时不采用守恒原理； ② 应用领域局限于种群动力学过
程； ③ 需要相对完备和均匀的数据库； ④ 某些情况下难以
率定。

结构动力学模型
①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② 能够考虑物种构成的变化；
③ 可用于模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位； ④ 参数由目标函
数确定； ⑤相对容易开发和解释。

① 需要选择目标函数或使用人工智能； ② 计算耗时；
③ 需要知道结构变化信息用于准确率定和验证； ④ 没有可
用的软件， 需要编程。

模糊模型
① 可以采用模糊数据集； ② 可以采用半定量化信息；
③ 适用于半定量化模型开发。

① 无法用于复杂的模型方程； ② 无法用于需要数值标识的
模型； ③ 没有可用的软件。

人工神经网络
① 在其它模型不适用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② 易于应
用； ③ 可以应用于均匀数据集。

① 没有因果关系； ② 无法取代基于守恒原理的生物化学模
型； ③ 预测精度受限。

空间模型
① 涉及空间分布； ② 结果可以用很多方式展现，
如 ＧＩＳ。

① 需要大量数据； ② 难以率定和验证； ③ 计算耗时；
④ 描述空间模式需要非常复杂的模型。

个体模型
① 可以考虑个体特征； ② 可以考虑属性范围内的适应
性； ③ 有可用的软件； ④ 不考虑空间分布。

① 当考虑个体的众多特征时， 模型变得十分复杂； ② 无法
考虑基于守恒原理的质量和能量传输； ③ 需要大量数据对
模型率定和验证。

生态毒理学模型
① 解决生态毒理学问题； ② 容易使用； ③ 通常包含
一个有效的或能够解释和量化影响的模块。

① 有毒物质种类繁多， 所需信息量很大， 因此模型结果具
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② 对于生态毒理机理的认识还很
有限。

随机模型
① 可以考虑强迫函数和过程的随机性； ② 模型结果的
不确定性易于获得。

① 必须知道随机模型变量的分布； ② 高度复杂性， 需要较
长的模拟时间。

　 　 （１） 种群动力学模型　 以生命循环为基础， 基于基因守恒原理， 研究生物体在环境中的变化过程。 种

群动态模型是动态模型的先驱， 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Ｌｏｔｋａ 和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构建了第一个种群模型， 随后不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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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针对特定的问题对模型进行修正， 以适应所研究的案例［２２⁃２３］。 种群动力学模型可以是模拟单个种群增长，
而将其与其他种群的相互作用采用特定的参数来标示； 另一种是考虑种群间的相互作用， 并将其作为模型的

状态变量。 矩阵模型的应用在带年龄结构的种群动力模型中具有重要作用。
（２）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遵守物质守恒原理， 关注系统中生物化学和地球化学循环动态， 考虑污染物

和自然化合物的归趋和分布。 水动力模型可以看作是该类模型， 因其描述了系统中重要的成分———水， 其输

出往往作为生态模型的强制函数。 将水动力、 水质、 浮游植物生长耦合的富营养化模型是该类模型的代表。
模型维数、 变量数量、 环境介质种类和模拟范围等多种因素决定了模型的复杂性， 其又反过来决定了率定和

验证所需的数据数量和质量。
（３） 生物能量学模型　 以能量守恒为原则， 模拟太阳能通过初级生产者固定并经由食物链或食物网逐

级递减式流动。 １９５５ 年有学者从能量收支角度估算了河流生态系统中群落的能量流动［２４］， 采用独创的能流

框图［２５］描述群落的能流过程和模式， 阐述能量在各级营养级之间的流动。 １９８３ 年 Ｏｄｕｍ 对能流机理进行了

分析， 提出了较完整的能流基本模型［２６］。 熵流理论［２７］基于能流理论发展而来， 熵流可作为生态系统发展的

目标函数， 预测物种组成或系统结构的改变， 以及外界因子作用下优势种特性的变化。 由此， 能量动力学模

型由静态模型发展为动态结构模型， 在生态学领域有着更广阔的应用。
（４） 生态毒理学模型　 模拟有毒化学物质对生物个体、 种群、 群落、 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影响，

可分为分布模型、 迁移模型、 效应模型， 分别描述有毒物质在环境分室中的浓度、 有毒物质在环境及不同营

养级生物中的输运、 有毒物质对生物体从细胞到生态系统不同生物学水平的影响。 一个完整的生态毒理学模

型应该是分布⁃迁移⁃效应模型的合理整合。 当模拟有毒物质在食物网中迁移时， 毒理学模型与生物地球化学

模型类似， 有时可作为复杂生物地球化学模型的子模型［２８］。 系统中各个营养级对某一特定物质的敏感性不

一， 重点关注对毒物特别敏感的营养级， 可以简化模型， 如零营养级（水、 土壤等）重金属模型、 或者计算

鱼类体内 ＤＤＴ 浓度。 生态毒理学模型可以用来解决某注册化学物质的环境污染问题， 也可用于制定污染削

减或生态系统修复方案等， 常用于生态环境风险评价领域， 近一二十年中得到广泛应用。
（５） 静态模型　 仅描述生态系统中各组分之间的物质或能量流动， 不出现变量的动态过程， 通常关注

系统在一个季节或一个完整生物周期内的平均状态。 静态模型模拟有机体之间或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

系以及系统受外力影响时的响应， 存在众多变量， 采用微分方程描述各种变量与强制函数的响应关系作为经

典的建模方法， 无法应用到错综复杂的食物网多维生态关系。 开展生态网络分析［２９］ 进行分室模拟并采用矩

阵计算（食物矩阵、 伴生流矩阵、 影响矩阵等）方法［３０⁃３１］ 对营养级网络进行数学描述具有较好的优势， 常用

软件包括 ＮＥＴＷＲＫ［３０］、 ＷＡＮＤ［３２］、 ＮＥＡ［３３］、 ＥｃｏＮｅｔ［３４］、 ＥＮＡ［３５］和 Ｅｃｏｐａｔｈ［３６］等。
（６） 结构动力学模型　 生物地化模型等诸多生态模型有着严格的结构和固定参数， 仅在所描述或验证

时间段有效。 然而， 生态系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因自然或人为外力而发生结构的调整或改变， 有着严

格结构的模型却无法描述这一趋势。 结构动力学模型使用连续变化的参数和目标函数来反映生物成分对外界

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描述物种组分的改变以及生物对生境变化的响应。 如外部条件的改变导致生物物种特

性的变化， 一个物种被另一个物种取代， 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 Ｅｘｅｒｇｙ 是目前结构动力学模型中应用最广的

目标函数， 可表示为生态系统在热平衡状态熵与非热平衡状态熵的差值［３７］。
（７） 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根据采用的工具不同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① 箱式框图， 采用框格、 箭头以及

数字来指示系统内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方向和量级； ② 矩阵概念化， 可以形容各分室间的因果关系和输

入输出量； ③ 反馈动态框图， 采用矩形、 圆圈、 云状图、 箭头等描述系统内各组分的关系及过程信息［３８］；
④ 能量回路图， Ｏｄｕｍ 通过热力学约束条件、 反馈机制和能量流动等信息构建而成， 模型中的符号有固定的

数学含义［２５，３９］。 概念模型可以作为建立数学模型的第一步， 用于明晰状态变量与强制函数的关系。 同时也

可视为一种独立的生态模型类型， 常用于生态系统评价、 工程生态效应评估等领域。
（８） 空间模型　 空间模型是基于状态变量、 外部函数及作用过程的空间分布来模拟生态系统在各空间

尺度上的特点。 对于水生生态系统空间模型， 通常将三维水动力模型与描述生物过程的模型耦合， 以阐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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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生物的空间异质。 在景观生态学领域， 空间模型可以为构造最优的生态斑块、 廊道提供技术支撑。 相对

而言， 空间模型的尺度较大， 需要较全面的数据信息用于模型的建立、 率定、 验证等， 可结合 ３Ｓ 技术来实

现基础资料的获取和模型的构件。
（９） 个体模型　 某个物种的个体间差异在生物地球化学模型或者种群动力学模型中往往被忽略， 然而

个体差异对于生态行为及系统发展却意义重大。 建立基于个体的模型有两种方法： ①状态分布法， 主要依靠

Ｌｅｓｌｉｅ 矩阵模型和偏微分方程等分析工具来处理种群的特征分布； ②状态结构方法， 基于对为数众多的相互

作用的有机体个体的模拟， 依靠高速计算机进行计算， 以综合的形式提供结果［４０］。
（１０） 模糊模型　 当数据不够丰富， 或者半定量描述生态系统的时候， 可以采用模糊数学语言构建模糊

生态模型。 具体包括：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模糊模式识别模型、 模糊决策模型和模糊竞争模型等。
（１１） 随机模型　 随机模型中的随机性体现在外部强制函数或者模型参数的随机性， 比如当水文、 气象

条件作为输入因子用于生态系统的演变预测时。 可见， 上述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生物能量学模型、 空间模

型、 结构动力学模型和种群动力学模型等均可能属于随机模型。
（１２）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应用于生态学建模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它是通过不同数

据库建立的黑箱模型， 来描述状态变量与外部强制函数之间的关系， 并用于生态系统未来状态的预测。
（１３） 混合模型　 以上所列两个或以上的模型组合而成， 比如将生物地球化学模型结合人工神经网络技

术， 来获得生态系统中更多的有用信息。

２　 生态模型关键技术问题

２ １　 模型变量与函数

任何一个模型都是由各种变量构成的， 研究某个生态系统主要是分析其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对

于河口生态系统模型来说， 关键是研究周围的环境因子对随时空变化的变量的预测。 而状态变量的描述以及

影响这个变量的主要因素分析是建立模型的第一步。 对于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模型变量为物质浓度或总量；
生物能量学模型中， 变量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能量， 如太阳能、 表现能等； 生态毒理学模型中， 变量为各种有

毒物质； 结构动力学模型的变量可以是 Ｅｘｅｒｇｙ、 优势度、 熵、 生物量和利润等。 通常将人类活动的扰动概化

为模型的外部强制函数， 如海平面上升、 流量汇入、 污染物排放、 太阳辐射和气象条件等。 然而， 一个生态

系统中的物种成千上万， 在一个模型中不可能对每一个物种的生命过程进行模拟， 因此选择一个或若干个代

表物种非常必要。 水域底栖生物经常被选作生态指示物种， 能够对物化过程以及水动力过程的微小变化做出

反应， 同时在食物网中连接着初级生产者与高级生物。
２ ２　 模型整合及时空尺度

完整的水生生态模型同时包括物理、 化学和生物过程。 近年来， 将水动力模型、 物理化学模型以及针对

生物的生态模型进行整合来模拟一个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 得到了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４１⁃４２］。 由于各个

模块所模拟过程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各异， 通常情况， 物理化学过程的时空尺度比生物过程小。 若模型整

体的时空尺度过小， 则模型运算量大、 时间长， 而且生物过程的变化在小的尺度下差异不显著； 反之， 则物

化过程无法在模型中得到充分体现。 针对不同模块， 选择不同的时空步长， 可以调和该矛盾， 如可将其物化

过程某时间内参数的平均值， 用于生物模型的模拟［４３］。
目前对物化过程的理解要比生物过程深入， 当同时对这三种过程进行综合建模时， 模型结构的选择需要

权衡确定。 有些研究者将水文水动力模型与栖息地适宜度模型耦合［４４⁃４５］， 忽视物理化学过程对有机体的影

响。 Ｍｏｕｔｏｎ 等［４６］将水动力、 水质模型与生态模型整合， 水质过程尺度为流域层面， 栖息地对生物影响的尺

度则小得多。 Ｊａｖｉｅｒ 等［４３］构建了基于河流管理决策支持的生态模型， 在一维水动力、 水质模型基础上进行生

物过程的叠加， 涵盖了栖息地适应性模型和生态评价模型， 用于比选生态工程的优劣。 对于河口等三维特征

明显的水域， 必须构建三维模型来进行空间异质化模拟， 这无疑给各个模块的耦合带来挑战。 其中一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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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是在物化模型基础上模拟以水流为载体而运动的水生生物（如浮游植物） ［４７⁃４８］， 限于研究生态系统中的

初级生产者。 另一个分支是以某一物种及其栖息地为研究对象， 模拟生物体及周边环境演替过程， 为物种保

护和生态修复提供决策。 因此， 在模型建立和模拟的过程中， 需要结合模拟的目的对模型结构和尺度进行权

衡选择。
２ ３　 模型参数取值及不确定性分析

生态模型涉及参数较多， 大多数不像物化参数那样存在精确值。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等［２７］ 列出了生态模型中

１２０ ０００个参数， 对于未包括在内的参数， 有如下方法： 生物生长过程中的参数， 可采用异速生长原则； 对

于生态毒理模型参数， 可通过化学结构推测化合物的性质； 使用模型限制条件（如 Ｅｘｅｒｇｙ）估计未知参数或

不确定参数； 通过子模型和整体模型的率定确定参数； 根据现场实测或室内实验得到参数； 基于密集观测数

据的三次样条函数逼近法等［４９］。 在确定了模型参数基础上， 对模型进行验证必不可少， 验证内容包括模型

是否在长期模拟中稳定、 是否与所期待的结果吻合、 检验模型中理想化噪声序列。 在模型率定和验证之后仍

需对模型进行实践检验， 所用数据往往异于模型验证。 因此只有当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较高、 系列较长时， 模

型的可靠性才能得到保障。
生态模型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模型结构的选择、 参数取值、 目标函数、 外部强制函数等。 自然界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系统， 每一个生态过程都受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影响， 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降低的。 目前

用于模型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很多， 如一阶误差分析、 蒙特卡罗方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 最大似然方法、 贝叶斯

法、 离散 Ｂａｙｅｓ 法、 神经网络法、 遗传算法、 模糊数学法、 傅立叶敏感性检验法和敏感性分析等。 通过全局

灵敏度分析［５０⁃５１］， 可以确定模型各参数对输出结果影响的大小。 Ｃａｒｉｂｏｎｉ 等［５２］系统阐述了生态模型中如何运

用灵敏度分析来完成模型的识别， 并在 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模型和鱼类种群动力学模型进行示范。 Ｎｏｅｌ 等［５３］ 将分

层统计模型应用于生态模型的不确定分析。 对于风险评价类模型可使用安全系数来考虑不确定性。

３　 生态模型在河口管理中的应用

早期河口管理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特定的问题， 如减少某种杀虫剂的影响、 污水的深度处理、 湿地的修

复。 目前以及今后河口管理的目标应朝着综合管理的方向开展， 从整体论角度出发解决河口海岸生态环境问

题， 同时需考虑全球气候变化、 能源短缺等， 实现资源集约化管理， 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 在能源

短缺的时代， 建设生态工程是海岸带可持续管理的基础。 生态模型的应用是建立自我组织系统和生态系统修

复的重要依据， 通过模拟系统内部产生的动力在不稳定和非均质的环境中重新组织系统的过程， 预测系统未

来的演化趋势， 为生态工程的长期有效管理提供工具。 模型作为生态工程设计和生态修复的有力支撑， 同时

还为河口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风险评价和综合决策管理奠定了科学基础。
３ １　 生态工程及生态修复

针对河口地区日益增加的生态环境压力， 建设人工生态工程以及对受损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是维护系统健

康稳定、 提升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途径。 作为淡水与海水的掺混地带， 上游径流和近海海水的水量和水质条

件是维持系统有序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 将水文学模型与描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生态学模型结合， 研究外

界条件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反馈过程和机制， 是认识生态系统对水文过程响应的主要手段。 Ｍｉｔｓｃｈ 和

Ｗａｎｇ［５４］建立水文⁃生态耦合模型， 通过不同输入参数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模拟分析河口湿地恢复对磷的需

求， 确定恢复河口湿地所需输入水量。 Ｔｉｍｃｈｅｎｋｏ 等［５５］建立了营养物质初级生产及消耗平衡模型， 以下泄流

量相关的水体滞留时间为参数， 建立流量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根据河口有机污染程度的不同， 确定上游电站

所需下泄的流量。 孙涛等［５６］概述了基于典型生物资源保护目标、 基于生境保护目标以及基于多目标整合分

析 ３ 种类型的河口生态系统需水量计算模式， 探讨了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生物能量学中的能流分析， 可以合理地调整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关系， 使能量持续高效地流向对人类

最有益的部分， 常被应用于河口生态系统的恢复、 重建等研究领域， 如采用对照湿地研究人工植物引种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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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内的生产力及生物多样性变化， 确定人工生态工程的建设方案［５７］。 徐姗楠等［５８］ 根据 ２００６ 年在杭州湾北

岸大型围隔海域进行的生态调查数据， 利用 ＥｗＥ 软件构建围隔海域人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模型。 模型由

１３ 个功能组构成， 分别代表在生态系统中具有相似地位的有机体， 基本覆盖了该人工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

主要过程， 结果为富营养化近岸海域的生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
河口生态系统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 不仅陆海相互作用强烈， 而且受河流系统、 气候系统、 海岸带系

统以及海洋系统的交互影响明显， 空间异质性显著。 因此， 河口生态模型应用于系统演替分析时， 往往采用

空间动态模型。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河口生态模型最初由 Ｓｋｌａｒ 等［５９⁃６０］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建立， 包括 ３ 个模块： 水动

力、 土壤动力学、 生产力模块， 模型经不断修正已应用于多个地区的生态研究［６１⁃６３］。 ３ 个模块有着各自的网

格系统， 并将计算值在各模块边界单元进行交换。 二维水动力模块模拟河口在潮汐、 径流以及风的作用下的

水位、 垂向平均流速、 盐度以及泥沙分布。 土壤动力学模块模拟河口湿地陆域的演变， 影响因素包括泥沙淤

积、 泥炭沉积、 泥沙冲刷和下沉等， 由此得出各单元的陆地高程。 生产力模型计算出沼泽地每天的净初级生

产力。 其中环境限制函数累积每天的温度、 水位、 盐度， 形成一个月调节因子， 作为生态模型的环境条件，
以计算生物量。 模拟得出 ２ 年后整个河口地区的栖息地分布状况， 作为下一个 ２ 年内水动力模型的地形初始

条件。 将率定后的模型用于模拟 １９８８ 年后的 ５０ 年内河口生态系统的演变， 研究无淡水汇入、 规律的淡水汇

入和间歇的淡水汇入对河口湿地类型及植物群落的影响， 为河口地区长期有效的生态管理提供了依据。
３ ２　 生态系统评价

生态评价帮助人们在河口生态系统管理中认识生态环境特点和功能， 明确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性

质、 程度， 确定为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而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包括生态系统质量评

价、 生态系统功能评价、 生态工程效应评价以及生态系统风险评价。
３ ２ １　 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评价

合理评价河口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有利于了解河口生态系统现状， 为可持续利用河口生态系统提供科学

依据。 河口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主要方法为基于调查数据的评价指标体系法。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往往采用

概念模型框图来描述。 美国 “河口营养状况评价综合法” 采用 ＯＥＣＤ 和 ＵＮＥＰ 开发的压力⁃状态⁃响应（ＰＳＲ）
概念模型， 建立了包括水体、 沉积物、 生物和大气污染沉降等众多参数的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长江口［６４］、
九龙江口［６５］、 辽河河口［６６］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亦采用了 ＰＳＲ 概念模型并进行了适当调整。 在评价指标体系

的基础上构建合适的评价模型， 才能将描述不同特征的多指标分散数据转化为能够反映评价对象总体特征的

全局信息。 目前应用较多的评价模型有综合指数法［６５，６７］、 基于最大熵的模糊评价模型［６４］ 以及 ＬＨＦＩ 指数统

计模型［６８］。
河口丰富的生产力是其主要的生态特征， 也是其重要的功能。 基于 ＥｗＥ 的生态通道模型被开发用于评

价河口、 海洋等水域的渔业资源［６９］。 ＥｗＥ 采用多个功能组覆盖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全过程， 描述系统的营养

结构、 评价渔业活动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分析水域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效率和营养结构、 对渔业水域生态

系统进行对比研究、 评价渔业生态系统在环境变化时受到的影响［７０］。 林群等［７１］ 根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６ 年长江

口生态环境调查数据， 利用 ＥｗＥ 构建 ２ 个时期的长江口及毗邻水域生态能量通道模型， 比较分析了三峡工

程蓄水前后长江口及毗邻水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能量流动特征， 认为该水域生态系统的再循环率较低， 仍有

较高的剩余生产量有待利用， 均处于不成熟的发育期。
３ ２ ２　 生态效应评价

每个河口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属性， 同时存在着来自周围环境的胁迫， 包括自然和人为 ２ 种情况。 概念

模型通常用来分析各压力项对系统属性的作用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影响着系统的特性， 评价其生态效应。 Ｐａｔ⁃
ｔｉ［７２］在佛罗里达州 Ｓｔ． Ｌｕｃｉｅ 河口概念模型中， 将压力源概括为 ６ 项： 水文条件的变化、 河口盐度的变化、 营

养盐和溶解态有机物的汇入、 污染物的汇入、 航运和渔业的压力和河口物理性状的改变， 并图示了各压力项

对关键生态属性的影响。 该模型有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系统内较为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 为有效开展系统

修复和环境管理奠定基础。 同样在佛罗里达州沿海， Ｓｔｅｖｅｎ 等［７３］ 针对河口红树林湿地构建了概念模型，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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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外部主要驱动力概况为水事管理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 由此产生了系统压力源： 上游河流汇入的淡水量

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 同时分析出该生态系统的特有属性， 包括红树林生产力、 土壤冲积以及恢复能力、 海

岸带沉水植物、 长居的鱼类种群、 鸟类繁殖群聚区和河口鳄鱼种群。 压力项对系统的作用途径包含海岸带海

侵、 水文周期、 盐度梯度、 盐淡水界面， 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影响着南佛罗里达州海岸带系统。
生态模型在评价生态工程的效果方面， 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Ｍａｄｏｎ 等［７４］ 建立了生物能量学模型， 用

于评估不同环境条件下鱼类的生长情况， 模拟了河口湿地系统恢复过程中鲑鱼幼鱼的生长［７５］。 Ｐｉｔｃｈｅｒ 等［７６］

采用空间模型预测了香港沿海人工鱼礁的资源和渔业的效益。 章飞军［７７］ 建立了以 Ｅｘｅｒｇｙ 为目标函数的结构

动力学模型， 研究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果的复杂性状况， 模拟生态工程干扰下， 潮滩湿地底栖动物群

落的演替过程， 为生态工程生态效应的定量评定提供科学依据。
３ ２ ３　 生态系统风险评价

模型是生态系统风险评价及预测最有效的工具， 是区域风险管理的技术支撑。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７８］ 建立了有毒

物质分布⁃迁移⁃效应模型， 成功用于埃及 Ａｂｕｋｉｒ 海湾、 丹麦 Ｆａｂｏｒｇ 峡湾内重金属铬在水体、 沉积物、 鱼类、
无脊椎动物中的分布和累积模拟。 模型描述铬在水体中的浓度分布以及其在各层食物链中的含量， 计算结果

为水域污染物削减、 栖息地修复、 生物保护等生态环境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刘长［７９］分析了大辽河口持久性有机物在水体和沉积物中的分布特征， 采用物种敏感性分布法构建了风

险评价模型。 王敏杰等［８０］利用 ＬｅｖｅｌⅢ逸度模型对苯并［ａ］芘在辽河口湿地大气、 水体、 土壤、 沉积物和植

物中的分布进行模拟， 通过灵敏度分析确定了模型的关键参数， 模拟了各相中苯并［ａ］芘浓度分布， 并根据

模拟结果计算了各相间的迁移通量。 陈秋颖［８１］ 通过辨识风险源、 胁迫因子以及生境和终点间的关系， 构建

了反应河口水生态风险源⁃胁迫因子⁃生境⁃终点路径关系的概念模型， 针对不同风险源类型、 不同胁迫因子、
不同生境、 不同终点和不同风险小区， 计算了风险值， 对水生态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价。

中国河口生态系统风险评价主要采用资料分析法［８２］、 生态风险指数法［８３］等定性或半定量方法， 研究对

象集中在水体、 沉积物等环境要素中， 极少涉及有毒物质在环境介质和食物网中的迁移， 生态毒理数学模型

在中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３ ３　 系统管理决策支持

河口生态管理中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 构建基于系统管理的决策支持模型来连接各个参与者， 并将其

纳入模型的建立、 运行和使用的全过程［８４⁃８５］。 协调建模或组合化建模（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ＩＭＭ）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 结合生态系统内的各因素， 并涵盖与其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系统， 研究生态系统

对公众的服务价值。 使得参与各方能够公平、 及时地了解不同的决策方案产生的结果， 关注结果对所属社区

以及生态系统的影响。 ＩＭＭ 适用于任何复杂问题的建模， 是生态管理决策的有效途径。 例如， 河口水体同

时具有饮用水水源地、 渔业养殖、 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 对水质的要求不一， 随着蓄水量的增加以及废水处

理费用的不断攀升， 各方如何协调支付比例则需要通过组合化模型进行科学决策。

４　 结论与展望

（１） 生态模型的种类众多， 基于关注的问题、 数据库质量、 生态系统特征、 现有知识基础等因素选择

合适的模型类型、 确定模型结构是建模的基础， 随后进行概念化、 变量选取、 模型验证、 校验、 灵敏度检验

和有效性检验等， 是建立和应用生态模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思路。
（２） 中国生态模型的研发和应用与国外仍有很大差距， 体现在： 针对河口及近海的生物地球化学动力

模型研究对象以水质要素为主， 生物要素一般考虑浮游植物， 很少深入至系统中更高的营养级模拟； 目前通

用的生态建模软件如 Ｓｔｅｌｌａ、 Ｅｃｏｐａｔｈ、 Ｅｃｏｎｅｔ 等均产自国外； 对生态系统机理方面的探讨较少， 尤其是生物

生理特性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响应； 中国生态建模关注的通常是物质的循环， 较少涉及能量流动的模拟。 滞后

的原因有：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时间及公众环保意识均晚于发达国家， 对生态系统结构的认识有限；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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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模基于长期的现场实测数据的积累， 生物过程监测往往需要数十年， 中国的生态调查数据非常有限， 长

系列数据的储存更是极少。
（３） 河口是一个复杂的、 动态的、 具有丰富生物资源的、 受自然作用力支配的生态系统， 对其研究具

有多学科交叉的特色， 融汇了生态学、 化学、 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知识； 河口受到复杂动力过程的影响，
同时限于野外监测仪器的发展， 对河口生态系统中生物过程的研究要晚于对水动力泥沙过程的研究。 这些因

素均限制着生态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４）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 需要应用更多的数学理论来支持生态模型的建立， 如混沌理论

用于解释系统的不可预测性； 基于拓扑学的灾变理论可以解释的突变性。 当生态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化， 有些人认为简单的模型直接根植于数据， 能够更好地进行预测； 而一些人认为复杂的动力学模型有利于

增强对生态系统的理解， 更能真实反映系统的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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