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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景观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及应用前景；广泛地综合了国际景观生态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思

想、新理论和新动向，并对景观格局分析和模型方法作了较细致的介绍。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景观生态学：①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生

态学、地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高度综合的交叉科学，②景观生态学作为一个强调格局、过程、尺度和等级相互之间关系的新生态学范式。因

此，本书不但介绍了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同时也阐述了景观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生态学范式或概念构架如何促进其他学

科(如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发展。.

本书可供生物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地球科学以及有关应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作译者介绍】

【目录信息】

第一章 景观生态学中的基本概念.

1.1 景观和景观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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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交流

查看全部评论(共1条)

【会员评论】

 读者：hepyanxue   最新讨论：2007-7-3 11:18:16   评价等级：   

  《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第一版于2000年12月出版，它在国内生态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该书曾获第十届全国优秀科技
图书奖；中国生态学界的著名学者，如阳含熙院士、陈昌笃教授、韩兴国研究员等都对该书有很高的评价；在Google Scholar 上检索，目前
该书已被论文引用524次，是同类书中引用率最高的；国内几十家研究生生培养单位，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西南大学等都将该
书列为本专业研究生主要参考书、必读书目或需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等；台湾五南出版公司还引进出版了该书的繁体中文版。

尽管第一版已广为读者接受，但该书出版六年多来，景观生态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必要更新内容，再版此书，以飨读者。正如邬建国教

授在再版前言中指出的，该书不求包罗万象，旨在言简意赅，这是该书写作的宗旨和指南。所以书中尽量没有去重复已有的中文书籍中的内

容，而是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系统并富有理念的景观生态学读本。第二版的主要修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作者站在了更高的视角上来阐述景观生态学。邬教授在2005年成为Landscape Ecology杂志的主编，他在本版中所新撰写的景观生态学发
展历史、景观生态学中的十大核心研究论题等都是站在了更高的角度上来阐述学科的发展，对读者全面了解学科的历史与未来发展大有裨

益。

2. 对原来的每一章都作了修改、补充或内容上的更新。如，景观镶嵌体格局和种群遗传学过程，景观指数的尺度效应、方向性以及其他行为
学特征，景观格局分析中的一些挑战性问题，尺度推绎的概念、途径和方法、战略指南，景观生态学和可持续性科学等都是全新的内容。每

章的推荐参考文献都进行了重新选择，文后参考文献也更新了110余条。
3. 名词术语更为符合国内的习惯用法。如，作为本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patch”在第一版中使用的是“缀块”，在第二版中采用了更
容易为国内学者所接受的“斑块”一词，相应地，20余个与斑块有关的名词术语都做了修改。另外，作者对“复合种群（metapopulation）”一词
的内涵、概念等做了详细的阐述。

4. 售价维持不变。虽然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加了超过30%的内容，但出版中通过更合理地安排版面等，在保持更高的印装质量的前提下，定价
38.00元，比第一版还略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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