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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流景观生态学已成为河流科学研究与应用的新范式，但国内研究还颇为不足。从河流景观生态学发展的

逻辑必然性、主要进程、基本内容与重要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总结。结果显示，多尺度跨学科整体论河流认识要求

和景观尺度上处理河流问题的实践需求共同推动河流景观生态学的迅速发展，其中心议题是河流物理景观系统与

生物系统在不同等级尺度上的结构、格局与功能过程，尤其重视物理景观与不同等级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

对河流景观多尺度等级性、高动态性和有向性等突出性质的认识已取得重要理论发展。指出当前面临 ５个方面的核

心议题亟需取得突破：改进和统一河流景观分类系统、河流景观跨尺度研究、河流景观方法对经典河流生态理论

的再认识、河流景观机理与模拟、河流景观对气候变化与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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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极其重要的自然历史遗产和生态功能体，当前受到人类活动的深度影响，河流保护、修复与管理

迫切需要河流科学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过去单学科、单要素、小尺度的还原论方法，只能提供有限的、碎

片化的见解
［１２］
，只能在很小程度上为河流管理提出定量策略

［３］
。跨学科、多时空尺度和整体论的河流景观

方法成为认识和处理河流问题的共识和新范式
［４６］
。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到 ９０年代，河流景观研究逐渐演

变，在 ２１世纪初正式成为河流景观生态学，至 ２１世纪 １０年代已广为人知［７］
。河流景观生态学，将河流视

为四维时空异质性镶嵌体，即河流景观，研究河流景观的格局、过程、等级、尺度、有向性、连接度和动

态，强调不同尺度格局与过程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河流物理景观与不同等级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开展

河流景观的功能评价、模拟与预测，为河流保护、修复与管理提供景观尺度的定量信息和分析工具
［８１２］
。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景观生态学家关注陆地生态系统，把河流视为景观元素、边界，并不将河流自身作

为河流景观，直接研究其内部异质性
［１０］
，也必须注意到河流景观与陆地景观的差异性

［１０］
，如若未认真考虑

这种差异性而直接使用陆地景观方法，将难以揭示河流景观的内在动态与联系
［８］
。正是如此，河流景观范

式得到认同并迅速发展
［１２１３］

。

目前，国外相关研究已从概念描述走向实证研究，在理论发展上亦取得突破，并开始为河流管理提供科

学支撑。国内河流景观生态研究虽有所讨论
［１４１６］

，但还是缺乏实证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河流生态建设需

求，开展中国的河流景观生态学研究可以为当前正在实施的 “河长制”、多项跨流域调水工程与计划涉及的

河流生态问题等提供可靠的科学支持。迄今，河流景观生态学已经历了 ３０余年的发展，但国内外还未见对
河流景观生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因此，本文在分析发展河流景观生态研究的逻辑必然性及其主要进程和基

本内容的基础上，明确已取得的重要理论发展和当前亟需回答的核心议题，以增进对河流景观生态学的认识

和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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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发展河流景观生态学的科学背景和实践需求

河流景观生态学的发起
［８，１０，１７］

和形成
［７，１８］

，在河流科学认识和实践需求上存在逻辑必然性，推动河流科

学研究范式从小尺度还原论转向景观尺度整体论研究。

１１　河流科学认识需要多尺度整体论和异质空间镶嵌体论

河流生态研究逐渐认识到，河流是高度复杂、高动态的综合性生态空间单元
［１９２１］

，不仅存在不同尺度

的非生物物理系统与不同等级的生物系统相互作用
［１２］
，还受到社会经济过程的影响

［７，２２］
，需要多尺度等级

的跨学科、互补性观点
［２３，２３］

。过去提出的河流生态学理论都只关注了河流系统单向的部分生态流
［２４］
，都不

能单独描述河流多时空尺度的结构与功能
［３］
，阻碍理论发展

［１９］
。

对河流生态基本问题的理解，如鱼类、大型无脊椎动物等物种的复合种群动态性
［２５２７］

及其生活史中与

不同栖息地斑块的作用关系
［２８３０］

，水文地貌过程、河岸及流域土地利用等多尺度因子对养分循环、栖息地

和种群动态的影响
［３１３２］

，都要求在整个河流、河网等更大时空尺度上开展跨学科工作。传统河流生态学小

尺度河段研究关注局部环境因素与生物的作用关系，并假设 “外部”干扰和空间过程不重要
［６，２５，３１］

。而复合

种群、复合群落研究
［２５２６］

已经明确指出，干扰对维持种群及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洪水过程中庇护所起关

键作用
［２６］
，异质空间和自然洪水干扰通过抑制竞争排斥

［９，３３］
、降低食物网相互作用强度

［３３］
促进生物多样

性。因此，河流生态研究需要补齐中尺度（景观）研究缺失
［３３］
。

河流研究拓展到景观尺度的同时，河流的非连续性和异质性亦成共识
［３，８］
。认为异质性是河流生物多样

性的决定性因子
［３４３５］

，需要从连续分布假说转向非连续异质空间镶嵌体论
［８，２６］

，理解异质性和空间镶嵌结构

及其与河流功能过程的作用关系是河流生态研究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
［３６３７］

。

因此，河流科学需要明确处理多时空尺度问题和异质性问题
［３８］
，引入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将河

流视为多空间尺度三维斑块镶嵌体
［３９］
。尽管河流不同于陆地，景观生态学的中心主题同样适用于河流

［１０］
，

将等级斑块动态理论作为河流多尺度时空异质性的定量分析工具
［２４，２６］

，使得当前生态学理论的主要部分，

如非确定性、非均衡性、高异质性、尺度转换等，完全综合到河流生态理论框架中
［３３］
。河流景观不仅为河

流生态理论提供统一框架
［４０］
，为有效开展多尺度跨学科的研究提供机会

［１０，４１］
，还为联系河流景观与流域景

观提供共同的分析框架
［４，１０］

。

１２　河流管理实践需要在景观尺度上处理河流问题
在河流管理实践上，针对河流生态退化问题，欧美及澳洲地区在 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实施了河流修复

计划，如美国凯西米河、欧洲莱茵河及澳大利亚墨累河的生态修复工程，甚至通过立法推动河流保护工作，

如欧盟水框架指令、英国水资源法案等
［４２］
。在对河流生态工程措施和管理策略实施效果评价时，发现并未

如预期那么有效
［４３］
。反思认为，大多数河流管理要求在景观尺度上处理河流问题

［２５］
，基于传统河流生态学

专注于静态的、单一结构要素的河流修复方法存在尺度上的缺陷
［２５，４２，４４］

，很难与更大时空尺度上的问题相联

系
［２５，３４］

。物种保护涉及的复合种群／复合群落性质［２７］
、栖息地修复中涉及的栖息地互补性与连接度

［２０］
、工

程措施的空间布置及其后果评价与预测等
［４５４６］

，都必须置于景观尺度上
［３０，４１，４４］

。河流景观研究可以为河流

生态系统的多重价值评估、合适的时空尺度设计、规划修复的参考景观生态条件设定和多物种综合保护等问

题
［４２，４４］

提供景观尺度洞察力，在河流工程措施中，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亦需要河流景观作为多学科交

流的工具
［４１］
。

２　河流景观生态学研究进程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讨论河流斑块动态［４０，４７］
开始，河流景观研究日益增多，在国外出现了河流景观生

态学研究的热潮。进入 ２１世纪，先后举行了 ４届国际河流景观研讨会，甚至相关学会将河流景观研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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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主题，如 ２００６年第 １４届国际景观生态学联合会英国分会年会主题 “水和景观：淡水生态系统的景观生

态学”；２０１１年第 １４１届美国渔业协会年会主题 “河流景观生态学：理解和保护淡水鱼的理论与应用”。在

专题会议的推动下，大量研究成果涌现，河流景观研究发展为现今熟知的河流景观生态学
［７］
。

回顾近 ３０余年研究发现，以 ２００２年第 １届国际河流景观研讨会及其重要研究成果为标志，河流景观生
态学开始形成（图 １）。经过前期对河流在景观尺度上的基本性质以及河流景观与陆地景观差异性［８，２５，４７］

的检

验与确认，多位科学家对河流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关注重点做了明确的回答
［８，１０，３４４５］

，之后在多部专著

中对河流景观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全面总结
［４８４９］

。

图 １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河流景观生态研究的重要认识发展

Ｆｉｇ１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ｉｖｅｒｓｃａｐ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ｉｎｃｅ１９８０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河流景观生态学研究迅速发展。举行了 ２届国际河流景观研讨会，２００４年瑞典会议以
河流修复为主题，开始认真讨论河流景观生态学的应用问题

［４５４６］
。同时，河流景观的物理边界明确扩展到

饱水层景观
［１１］
，真正体现三维空间镶嵌体结构，河流景观时空尺度得以清晰界定，纵向 １～１００ｋｍ，横向至

河漫滩河流作用上界，垂向至地下（河床底）０３～１ｍ潜流层［１１］
，时间 １～５０年［２５］

。河流景观的生物部分扩

展到包括鱼类、底栖无脊椎动物、鸟类、草本木本植物在内的种群与群落动态
［２８，３０，３７，５０５１］

。同时，河流景观

生态理论取得发展，如河流网络动态假说
［５２］
、河流生态系统综合体

［２９］
、斑块动态半衰期模型

［５３］
等，提出了

河流景观生态分类体系
［５４］
，对河流物理景观与生物系统关系的认识从相关关系研究走向基于过程的因果关

系研究
［１８］
，开始定量研究河流景观动态。至此，河流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范畴、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框架体系

已经明确。

进入 ２０１０年代，河流景观实证研究以及为河流修复、管理与规划服务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５５］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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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景观动态模拟与预测研究
［２１，５６］

大量涌现。研究区从早期的北美、欧洲温带河流
［１７］
，延伸到澳大利亚热带

河流
［５７］
和非洲稀树草原河流

［５８］
，从小河扩展到大河

［５６，５９］
、间歇性河流

［５７］
。河流景观生态学在物种保护、

自然保护区规划中
［２１，６０６１］

以及在防洪工程、跨流域输入等水利工程建设中
［４１，６２］

的应用问题，开始广泛讨论，

并促使研究者将社会经济过程纳入河流景观研究
［７，２２］

。

３　河流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１）河流景观异质性的形成与生态效应。河流景观异质性包括非生物因子的非连续分布［９，４７］
以及生物

种群的斑块化分布
［３０，４７］

和生态系统的群集分布
［６６］
。其形成在于：① 地质、地形和地貌性质的转变。在纵向

上，从受河谷约束河段、半约束河段到非约束河段，河型由单河道型到分汊型、辨状河床，由顺直型到弯曲

型、蜿蜒型，它们的边界还标志着水文情势、水力、水化学、底质等生态条件的变化
［５］
，汇流口在泥沙、

水动力、地貌上形成的异质性格局
［２９，７５］

。水文地貌性质的转变还划定了种类不同的栖息地斑块进而形成不

同的河流景观
［７６］
。② 环境梯度（土壤、水分和热量等）在纵向、横向、垂向上的空间变化［９，６６］

。③ 主导水文
地貌过程与生态过程的分区化。功能过程区理论

［２９，７７］
即强调了水文地貌过程的纵向分异性。河流周期性扩

张／收缩循环有利于异质性维持［９，３６，３９，６４］
。在生物过程作用下，不同演替阶段的生态地貌单元在年龄上定义

了异质性边界
［２６，６０，７８］

。④ 干扰域。自然洪水干扰通过建构干扰梯度形成异质性［９，２６］
，还通过抑制生态演替

的同质化趋势，维持异质性
［９］
。

河流景观异质性具有深刻的生态效应，影响物种运动、种群与群落的灭绝与再定殖
［２５２６］

，抑制竞争排

斥
［９］
，影响干扰传播

［４７］
，维持多样性

［９，３３３４］
。剖析河流异质性与从物种

［６１］
、种群

［２８，３６，６３］
、群落

［４０］
到生态系

统
［７０］
等各等级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是河流景观生态研究的关键议题。河流景观异质性还挑战着传统的随机

采样或线性梯度采样方法，要求按空间镶嵌体结构设计采样方案
［２５，６９］

。

（２）河流景观的斑块结构。河流景观的斑块特性具有三维向性和等级性。纵向上，高级别水文地貌斑
块如山谷约束型、分汊型、河漫滩发育型斑块序列

［２９，４４］
；河段尺度的顺直分叉蜿蜒序列；河湾尺度的深潭

浅滩序列［６９］
。横向上，从河床系统到河漫滩系统、阶地系统的斑块序列

［１２］
以及水文连接度差异形成的流水

型、半静水型、静水型、陆生型斑块等
［３３，７１］

。垂向上，包括冲积含水层、层流区、河岸区斑块序列
［１１］
。水

文地貌斑块与生物过程相互作用形成栖息地斑块、生物群落斑块
［５，１８，３３４４］

。生物过程主导作用下形成的斑块，

如溪流系统中河狸筑坝
［４７］
、大型倒木拦水

［９］
引起的溪流斑块。环境异质性斑块，如在养分及养分循环状态

上的差异性形成养分斑块序列
［３９，４７］

。

（３）河流景观的格局与过程研究。静态格局分析是理解河流景观必要的第一步［１７］
。水文地貌格局构成

河流景观格局的物理背景，在纵向上，欧洲学者强调由过度边界定义分区，采用水文情势、水力、泥沙和地

形等特征阈值描述纵向格局
［９，７６］

。北美学者发展出了非确定性分布格局的功能过程区理论
［２９，７７］

。横向上由

河床系统、河漫滩系统、阶地系统构成的空间格局
［４６］
。河流景观格局不仅是结构上的空间配置关系，而且

存在过程分异（水文过程、河流动力作用、干扰与人类活动等），地貌过程与生态过程在景观尺度上相互作

用
［３４］
，形成生态地貌概念下

［５４］
的分异格局。河流景观格局与水文地貌过程、生态过程（功能）的综合分析，

是河流保护、修复与规划的重要内容
［１７，４２］

。

（４）河流景观的等级结构。河流景观具有显著的等级性［１２，３４］
，即由地质、气候、水文地貌、生物有机

体等界定的空间嵌套结构。水文地貌等级结构典型的分级单位，如流域、子流域、河序、水系型、河型、河

段、宏观生境、微观生境
［３４］
。在生物过程作用下形成营养级、群落、生态系统的功能等级嵌套

［１８，２６，４４，６６］
。

多尺度和跨尺度分析是河流景观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
［２８，７４］

，在河流景观与管理中，需要界定管理措施涉及

的等级及其特征空间尺度，并维持相应等级尺度下的过程与功能
［４４］
。

（５）河流景观的干扰特征。河流景观的干扰状况，重点关注自然洪水干扰。洪水形成的水文连接度是
河流景观要素相互作用的重要途径

［３４，５７］
，促进水分、养分等资源的扩散

［９，４７］
，通过抑制竞争排斥和创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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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空间和条件增进多样性
［９，７８］

。由于干扰对于河流景观连接度、异质性、景观要素相互作用和多样性维持的

重要意义，受损河流修复的一项关键任务是自然干扰状况的重塑
［１７］
。

（６）河流景观的连接度特征。水文连接度是连接度分析的核心内容，包括纵向、横向、垂向和时间上
的四维连接度，为分析景观水平上的功能过程提供参考

［９］
。水文连接度，从本质上，对生物运动、种群动

态、资源 输 运、初 级 及 次 级 生 产 力、食 物 网 维 持、生 物 多 样 性 等 过 程 与 功 能 起 关 键 控 制 作

用
［９，１７１８，３０，３４，４２，５７，６１，７３］

。因此，除了统计指数测算外
［９］
，基于功能过程的连接度分析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７１］
。

在河流修复与管理中，水文连接度为河流景观评价、预测提供工具
［７３］
。

（７）河流景观动态研究。河流景观具有高动态性［３２］
，系统状态依赖于过程与干扰

［１７］
。地貌过程、水文

过程、生物过程在景观尺度上的相互作用
［９，２５，３９］

是河流景观高动态性的主要动力机制。在生态时间尺度上，

水文地貌过程与生态演替共同作用形成河流景观的演替序列，如河道、新成沙（砾）滩、柳树杨树林初始演
替阶段、杨树榆树橡树林阶段、榆树橡树林阶段［６０］

；冲积型河段的水生演替序列、新成河漫滩森林演替

序列、江心洲演替序列和废弃河道湿地演替序列等
［９］
。维持动态性的干扰作用除了自然干扰外，还有人为

干扰，如护岸、砂石开采、放牧、林业措施等
［７８］
，人类活动往往引起河流景观的迅速变化

［５７］
。

（８）河流景观评价与修复。转变过去局限于水体水质、生物指标的还原论评价方法［４２，４４，６８］
以及单物种、

栖息地的小尺度静态结构修复策略
［２８，４２］

，开展河流景观的时空综合性评价，为河流整体性修复与管理提供

定量时空信息
［２５，４２，４４］

，增强对河流景观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６６］
和预见能力

［２１］
。综合评价从物种、复合种群到

生态系统复合体，从栖息地、河段到整个河流（河网）的格局、过程和动态，定量评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的空间格局、弹性和风险，为关键管理区识别
［３０］
、重要格局与过程的管理选项

［２５，３０］
、在哪里以及如

何干预及其后效应
［４４］
、生态社会经济多目标协同与权衡

［７］
等河流修复工作提出定量时空设计。

４　河流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发展

４１　河流景观的关键性质

河流景观生态学在理论基础上与陆地的景观生态学已有很大不同
［８］
，河流科学认识和理论发展需要准

确理解河流景观的关键性质（表 １）。

表 １　河流景观的关键性质与相关理论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ｒｉｖｅｒｓｃａ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景观属性 河流景观特性 性质描述 相关理论

结构 生态系统复合体
沿地形／地貌剖面、环境梯度，多个关联生态系统构成
的综合生态单位

ＷＲＥＣ［６６］

格局

链式分布与集群分布 纵／横向链式空间序列；三维向集群分布 ＷＲＥＣ［６６］

矢量拓扑空间格局
河流／水文交换方向性形成的三维拓扑空间结构，而非
陆地景观的点阵结构；与陆地景观连接度明显不同

基于斑块的空间图模型［６９］；河流坐

标系统［５］

过程
水文地貌过程与生态过程

强相互作用

河流过程（冲蚀、输运、沉积）、洪水过程与物种运动

及生态演替过程间强相互作用

等级生态水文地貌斑块；功能过

程区［２９，７７］

动态 复合动态性
景观演替、水生／湿生／陆生演替、水文周期、复合种
群动态、生活史动态

斑块年龄［７８７９］、斑块半衰期［５３］

等级 复合等级性 地貌与生态等级单位构成的复合等级性
等级生态水文地貌斑块概念、湿地

与近岸生态系统分类［６６］

尺度 跨尺度性
不仅具有尺度依赖性，还具有明显的多尺度和跨尺度

性，跨尺度相互作用是河流景观的关键问题
———

　　相较于陆地景观的明显差异在于，作为关键景观要素，河流是非静止、高动态的［３０，６６］
，尽管河流水文／

水动力学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基础，但观测分析只是高动态河流景观的时空片段和瞬息状态
［２５］
，需要新的动

态分析工具
［８］
。受河流作用控制，河流景观的连接度在空间上具有三维向性，但纵向连接度要远高于横向

和垂向连接度
［３０］
，与陆地景观的连接度存在显著不同

［１３］
。在河流 “流动”性影响下，河流景观的很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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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８，１８，３０，４７］

，需要基于矢量的景观分析方法
［６９］
。

在结构上，生态系统复合体构成河流景观的综合性生态单位，多个生态系统聚合态重复出现
［６６］
。如自

然洪水干扰梯度形成处于不同演替阶段的生态系统复合体
［９，５３，６０］

，水分梯度形成的水生、湿生、旱生生态系

统复合体
［１２，３３，６６，７１］

。在格局上，复合生态系统呈有序链或集群分布
［６６］
，由于河流及水文交换的方向性形成

三维拓扑空间结构
［７１］
。在过程上，水文地貌过程与生态演替过程相互作用

［３９］
，是河流景观演进与功能维持

的主要动力机制。在动态性上具有复合动态性，包括水文周期／非周期变化与地貌演进，干扰动态，水生、
湿生、陆生的生态演替。在等级性上水文地貌等级单位与生态等级单位复合，构成了复合等级性

［６６］
。在尺

度上，与大面积同质陆地景观不同，河流景观具有中尺度高异质性
［２５］
，且具有明显的多尺度性和跨尺度

性
［２８］
，跨尺度相互作用是河流景观研究的重要课题。

４２　河流景观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发展

（１）河流生态系统综合体理论（Ｒｉｖｅｒｉｎ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ＥＳ）［２９，７７］。ＲＥＳ借鉴等级斑块动态理论，
重点关注河流的纵向格局，以大型水文地貌斑块及其被赋予生态学内涵的功能过程区（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Ｚｏｎｅｓ，ＦＰＺ）为分析对象。大型水文地貌斑块的定义基于水文和地貌变量，作为 ＦＰＺ的物理模板，影响栖息
地、物种分布、群落调节和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ＲＥＳ划分了 ３级等级结构：河流网络及其盆地、水文地貌
斑块类及其功能过程区、生物／非生物斑块。ＦＰＺ在水文地貌性质与生态内涵上的综合，为不同类型 ＦＰＺ主
导水文过程、水动力与生态过程及其功能的界定提供了清晰的识别依据，从而为不同类型 ＦＰＺ的监测、管
理提供直接的科学依据。ＲＥＳ试图为描述河流的等级生态水文地貌斑块动态提供分析工具，强调了水文地貌
过程与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在河流景观格局与功能中的控制作用，但目前在等级划分上过于简化，不能

完全表达河流生态的等级结构，在斑块类型上也仅在较高等级水平上进行了定义。

（２）湿地与近岸生态系统分类法［６６］
。尽管该分类方案的分类对象是粗粒度景观，为区域湿地景观制图

和管理服务，但至少在 ２个方面为河流景观分类提供新认识。① 在分类策略上，采取 ２步骤 ３列组分类系
统。首先分别按功能（立地潜力）和水文地貌性质，形成 ２个并列的等级分类系统，然后在适当等级水平上
结合，形成单列综合等级分类系统。在起始分类阶段，将生态功能与水文地貌特征分别考虑，避免二者复杂

的作用关系给分类因子选择带来困惑，从而取得一致性较高的分类系统，也便于在综合分类阶段选择合适的

等级水平定义综合分类单位。② 生态系统复合体思想。强调水生、湿生、旱生等生态系统的聚合分布，并
以复合体形式重复出现。

（３）斑块年龄［６３，７９］
与斑块半衰期模型

［５３］
。二者均试图定量描述河流景观的时间维，为河流景观动态研

究提供分析工具，揭示河流景观演进与土壤 Ｃ／Ｎ储存、物种分布、群落结构与生物多样性等功能的关系，
为河流管理提供参照。斑块年龄，通过重建斑块的水文地貌作用与生态演替的历史，测度斑块由水生转变为

陆生状态后所经历的时间
［７９］
，或依据地貌与植被组成特征进行判识

［７８］
。斑块半衰期模型

［５３］
使用指数模型，

模拟斑块年龄与斑块面积的关系，估算斑块面积侵蚀仅剩一半时所需的时间，反之，计算河床的半衰期（初

始河床的一半被先锋植物至少占据一次所需的时间）。斑块年龄研究在研究方向上，一是河漫滩景观在横

向
［５３，７９］

和纵向
［７８］
上的年龄结构与格局；二是斑块年龄的时间序列特征，揭示斑块的形成速率、演进途径或

退化过程和回转周期
［２９，７９］

。

（４）河流坐标系（Ｒｉｖ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ＣＳ）［１８］。ＲＣＳ定义一种与河流方向性相适应的空间参考系，
试图为河流景观的方向性提供统一的空间分析框架，由下游方向维和横向维组成，前者每一点都处在河流中

心线上，后者每一点则垂直于中心线，河流横向维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在 ＲＣＳ中，对斑块生境适宜性、最
近邻斑块距离等景观格局的直接表达，直观呈现河流景观性质沿河流的纵向格局。显然，目前的 ＲＣＳ不能
支持分叉河流、河流网络和横向及垂向景观性质的表达。

（５）基于斑块的空间图模型（Ｐａｔｃｈ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Ｇｒａｐｈｓ，ＰＳＧ）［６９］。ＰＳＧ定量描述河流景观的空间拓扑
连接性，为研究水文连接度提供分析工具。ＰＳＧ在一定等级尺度上，定义结点（斑块）、链（非栖息景观元素
对实现斑块间扩散功能的概率），构造具方向与权重的空间拓扑网络。基于 ＰＳＧ构建连接度指数，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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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河流景观的结构连接性，比如栖息地的斑块性与破碎性、物种分布格局与范围等，还可以研究功能连接

性，比如空间拓扑结构如何影响基因、个体、种群的运动，特殊斑块与廊道在复合群落中的作用，从而为河

流景观健康与生态安全评价、物种保护提供依据。

５　河流景观生态学当前面临的核心议题

（１）改进并统一河流景观分类系统。已有分类方案［５０，５４，６５，７７］
在等级结构单位上各有不同，甚至同一分级

术语，如不同研究中的河段在空间范围上差异很大
［６６］
。一个普遍可接受的河流景观综合分类方案

［６６］
应具有

５个特征并取得一致：① 等级结构与空间尺度；② 水文地貌性质与生态性质综合，明确水文地貌特征与生
态功能的联系；③ 分类变量的独立性与预测能力、尺度可推移性；④ 明确定义不同等级尺度数据的采样技
术，包括数据获取、数据对景观性质的表达能力、景观尺度的采样方法等；⑤ 应与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河流
景观的监测、保护与管理相适应。

（２）河流景观生态的跨尺度研究。直到最近，河流景观生态的实证研究仍然主要限于小河或河源段，
而大河研究得较少

［１２，５６］
。河流景观的一系列多尺度、跨尺度问题，急需开展从栖息地斑块到流域的跨尺度

研究，包括河床相景观与河漫滩相景观的相互作用
［１２］
、鱼类及大型无脊椎动物等物种在生活史中与不同尺

度物理景观的作用关系、支流景观系统间的作用关系、流域／河网尺度景观变化如何影响河流景观动态以及
从区域到大陆尺度的多河流宏观系统相互作用

［１２］
等。

（３）河流景观方法对经典河流生态理论的再认识。已有的工作基于斑块动态理论，讨论了养分螺
旋

［３９，４７，５７］
、食物网

［３３，４７，６７］
、生产力

［４７］
等问题，但研究尺度仍然有限。需要在河流等级结构与空间尺度下，

对养分螺旋、河流生产力模型、洪水脉冲理论、食物网与营养级等经典河流生态学理论进行再认识，明确河

流连续与非连续分布的有效时空尺度，促进河流生态学理论的统一。

（４）河流景观生态机理与模拟研究。目前，河流景观生态研究以概念性描述或统计分析居多，机理模
型与模拟研究还颇为欠缺，需要推进机理研究

［８０］
，尤其是河流物理景观系统与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机理研

究
［２７，７４］

，为河流景观格局、过程及其相互作用以及景观演进发展机理模型，开展河流景观模拟，增强河流

景观模型的预测能力。

（５）河流景观对气候变化与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研究。河流景观与 “外界”景观存在巨大的

物质与能量交换，需要推进河流景观生态对区域及全球中长期气候变化
［１２，２５，２９］

、气候事件以及区域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８０］
的响应研究，增强河流景观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服务的能力。

６　结　　语

迄今，河流景观生态学已成为河流科学认识与管理的新范式，河流景观生态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法已经

明确并取得进展，对河流景观重要性质的认识亦发展出了一些理论模型，但距离形成一门相对成熟的分支学

科，还面临挑战和机遇，当前亟需在 ５大核心议题上取得突破。国内对河流景观生态学的关注还很不足，而
中国当前面临深刻的河流生态环境问题，河流景观生态学可以为认识和处理中国众多河流的水资源管理、水

文调节与水利工程建设的生态效应、生态水文调度等问题，提供新途径和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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