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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各种等级系统都普遍存在时间和空 

间的缀块性 。它反映了系统内部或系统问 

的时空异质性，影响着生态学过程。不同缎块 

的大小，形状，边际性质以及缀块间的距离等 

空间分布特征构成嫒块性的差异，并控制生态 

过程的速率。某一空间特有的缀块性也是生态 

过程的结果 。把这种因果关系在时问轴上 

的变化称为缀块动态 (Patch Dynamics) · 

显然，任何缀块都是时空演化的产物。 

在一个较大的时空尺度上，生物和非生物 

缀块的长期共同演化，反映出缀块性的进化效 

应。空间异质性和环境变异捉使生物不断面临 

生存选择的挑战。各种生物的生活史、分布策 

略、基因变异以及表现型可塑性等等的差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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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演化的作用，也是生物缀块性的表征。 

缀块性及其生态和进化效应已为生态学研 

究的重要谭锺之～ “ 。本文将阐述各种生 

和进化因素如何作用于缀块，以及各种缀块性 

对谙茵素的反应。围绕这～问题，目前已有不 

少研究  ̈ ¨嵋 ¨“ ¨】。 本文目的在 

于从如下四方面傲较为系统的讨论，即①缀块 

性的时空效应J②缎块性的生态效应，③缀块 

性的进化效应，④缀块性研究的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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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eel，Marie-Josee F0rtin，James CIark，Pub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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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i．牟薄·划建国尊的有关建但 和讨论表示瘟谢． 

作 蕾舟{伍生鼍I，睇建国、李百练，觅车刊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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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缀块性的时空效应 

1．时间和空间尺度 

时间和空间的缎块性影响着每一等强上系 

统的功能与结构。所谓时间和空间尺度，也就 

是在研究某一生态学系统时，人为地选择某一 

时空尺度，并期望在该尺度上对所研究的系统 

能得出有意义的解释 t1,3 。 缀块性的时间和 

空间尺度特征决定了每一系统的独特性质．由 

于所研究 的系统或生态过程不同，对选择其作 

用的时空尺度也各异。生态学家一 直 在 探 索 

这种系统性质或生态过 程 与 时 空 尺 度 的 关 

系 “ 。这种探索较为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 

海洋生巷学上采用的Stommel图象分折 。 

stOITlme1(1963)提出用时间(t)及空 间(̂) 

的对数值和系统变量 (f)来构造三维图象，描 

述系统性质和生态过程所对应的时空尺度。具 

体说，Stommel图象分析是通过对所观测的系 

统变量(如生物量变异程度 “，或生态过程参 

数值 )在时空上的变化进行测定，并用波谱 

分析分别确定其在时空系列上的峰值。由此所 

构造的Stommel图象不但反映峰值的大小及所 

对应的时空尺度，而且还形象地表达不同时空 

缀块性所控制的生态过程或系统性质的差异。 

另外，Stommel图象分析还可用于比较不同生 

态学系统的时空缀块性的一般规律性 ” 。 

然而，Levin(1991)指出，选择 。适当 的 

时空尺度来描述系统的性质并非问题的全部所 

在。根据 物理学的一条简单的道理：当我们提 

高测量物体的空间位置的精度时，测置本身的 

不确定性也增大。例如，人 l用不同长度的尺 

子来丈量弯弯曲曲的海岸线。显然，用越小的 

尺度丈量的结果越精确，但丈量本身的误差也 

随之加大。这个道理告诉我们，除了注意选择 

“适当 的时空尺度来研究和解释系统 的性 质 

外，也许研究系统性质怎样随时空尺度的变化 

而变化的规律性对生态学家来说具有新的意义 

和挑战 。也就是说，生态学家应该重视研 

究不 同时空尺度大小的缀块性怎样影响以及影 

响什么样的系统性质和生态过程。 

1 

2．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的比较 

Steel(1991)认为， 海洋生意系统对于时 

空尺度的反应比起陆地生态系统前反应要协调 

得多 。而这种协调性与系统的稳定性是紧 

密相联的。他发现，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树木 

做为该系统中最长寿的组分之一，其种的出现 

或消亡的时间尺度往往可以用地质 年 代来 表 

示，即百万年尺度n 。这种演化往往又与大 

尺度上的气候变迁(如冰期到间冰期的变化)相 

对应．但是，树术种在空间尺度上的变化(即种 

的扩散)率则仅是每百年数十公里。这种反应 

在时空尺度上的不协调性，是造成陆地生态系 

统脆弱 和不稳定的躁因之一。再具lJ，作为其它 

营养级基础的陆地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一  

树木等植物的脆弱性，将加剧整个系统的不稳 

定。随着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不断增加，任何 

全球性气候变化都可能使陆地生态系统难于适 

应，将严重地威胁人类藏以生存的陆地环境。 

与陆地生意系统相比，海洋生态系统对不 

同时空尺度上变化的反应要和谐得多。在海洋 

生态系统中鱼类属于最长寿的组分之一，但鱼 

类与树木不同，它们属于营养级的高级水平 有 

资料证明，沙枪鱼(．dmmodytez spp．)种群扩 

散的速率是硬木林的150倍以上 。另外，海 

涕生态系统的物理性质(主要指水的性质)决定 

了生物对物理干扰吸收和缓冲的能力要比陆地 

生态系统强得多 “ 。而且，海洋生态系统初 

级生产者的浮游生物，对物理环境变化反应出 

高的繁殖，扩散，生长，冠亡率，都说明其种 

群对于环境干扰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所以海 

洋生态系统中属于高级营养级水平的长寿组分 

鱼类，其结构更有利于对环境变化的缓冲。 

因此我们认为，生态学系统不仅具有与其 

系统特征相对应的时空尺度，而且其时空尺度 

的协调性也影响系统的性质(如稳定性等)。另 

外加上前述的随时空尺度变化其系统性质变化 

的规律性研究，构成了研究生态学系统时空尺 

度的“三要素 ——一对应性、协调性、规律性。 

3．缀块和缀块边际 

不仅摄块具有重要的时空尺度性质，缓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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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同样离不开时空尺度而独立存在。一般来 

说，缀块相互之间是异质的。缀块问的边界有 

时是清晰的 (或者说在某一时空尺度上是清晰 

的)，但更多的是模糊的或过渡性的(尤其是在 

较小的时空尺度上更是如此)。缀块边际 实 质 

上是两缀块间变化率较高的部份 。边 际 包 

括结构和功能的边际 。同时 ，又具有whn— 

taker的生态过渡带 (Ecotone)的含义 。 

实际上，如果从 Gle~,soa的 个体独立生存 

(tndividualistic Hypothesis)的 学 说 和 

wMttaker的梯度分析理论 出发，缀块的边际 

大都是人为的稻过渡性的。这种缀块边际的过 

渡性往往解释其具有较 高 的 种 多 样 性 的 原 

田 “ 。也有人认为，缀块边际的过渡性影响 

着基因的多样性、变异性，加速种的新生和死 

亡}也是种的生态型产生的原 因之一 。 

缀块边际的另一个重要性质就是边际的可 

透性(Permeability)。这种可透性直接影 响种 

的传播 ，演替速率 、以及干扰等生态 

过程的扩散 。缀块边际的可透性还可以作 

为自然保护区对濒危生物保 护 的 指标 。 

Taylor和 Pekins(1991>研究捕食与被捕食关 

系时认为，对于被捕食者最适宜的生境是其边 

际可透性程度最低。缀块边际又可以起着一种 

生物保护的 “缓冲 作 用 ” 。所 以，Nisk 

(1991)认为，高度可透的边际可能产生较为 

同质的生境，而降低种的B多样性 。 

缀块边际的形状及其作用也为生态学家所 

关注 “”】。Hardt和Forman(1989>在研究 

不同形状的边际对森林更新速率的 影 响 时 发 

现，对于一个缀块来说，其边际的形状为凹形 

明显地要比凸形其森林更新速率要快 。边 

际的形状在岛屿生物地理学和 自然保护学中也 

是重要议题。由于它影响到缀块的可透性、种 

的迁移速率 ，因此，缀块边际的效应不仅 

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也县有明显的实用价值。 

=、缀块性的生态效应 

1．种群动态与缀块性 

缀块性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其显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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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之一就是复合种群 (Metapopulation)的形 

成。随着生境的缀块化(Fragmentation)，种群 

在空间分布趋于 岛屿化 。复合种群是同 

种种群在不 同缀块上分布的总和，亦即种群之 

“种群 “ 。它是生境缀块化程度和种群 

迁移或扩散速率的函数 。种群在空同分布 

形式和存亡也取决于这种函数关系。同时，局部 

种群大小和缀块“年龄”也影响种群动态 。 

复合种群对生境缀头性的反应存在两种相 

反相成的作用，即①由于生境的缀块化，每一 

缀块上的种群有可能由于个体数目太少而将丧 

失基因的变异性，加剧种群消亡的危险t②由 

于缀块化往往产生亚种群的可能，当一个种群 

总体面临一种毁灭性的大灾难时，这种缀块化 

也许能为某些亚种群提供庇护所，因而最终有 

莉于该种的保存。缀块性怎样影响种 群 的 存 

亡，尚有许多同题 有待于研究 。 

描述缀块性和种群扩 散相互作用最常用的 

是反应一扩散模型 (Reaction-Diffusion Mo- 

de1．)， 它代表了种群空问分布动态的一种零假 

设模型(Null Model1)。描述反应一扩散模型研 

究和模拟种群扩散与缀块性的相互作用，其基 

本公式如下· 

．

r m ， 

d,,~ldt=／：l +j二=D{ (p：一 {)l (1) ～ 
i-l 

即种 f在缀块 的变化率(动态 >可以表示 

为在缀块 (̂ =1，2，⋯， )内种群密度向量 

和种群从不同缀块i(i=1，2，⋯，m)向缀块 扩 

散 ( l )之和的函数。p}和 ：为种群 f在缀 

块持口 的密度。该方程可以扩展研究种群在不 

向缀块上的稳态(即多稳态>⋯ 、种群扩散的 

非稳定性 、种群密度制约扩散 以 及时 

间和空 问缀块性对种群扩散的影响 “ 。 

反应一扩散模型代表了一类摸拟种群 动 态 

与缀块性柏互作用的摸型。它的另一特点是可 

用于预铡种群密度的空间梯度与生境缀块性的 

函数关系，并能估计缀块边际对种群扩散速率 

的影响及促使种群消亡的缀块大小的临界值。 

2．资源空间分布 的缀块性 

生物种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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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分布格局。资源的缀块性决定了资源的可 

利用程度，并控制生物种对资源的利用方式。 

资源的缀块性之重要性表现在：第一，资源的 

有效程度和分布格局对生物个体能量平衡的影 

响j第二，种与缀块性的相互作用促使缀块分 

化成为不同种的生境J第三，缀块性程度在不 

同时空尺度上的闭值作用。 

Turner等(1991)认为，当资源有效程度 

高时，其空问分布格局并不重要}而当资源有 

效程度低于某一限度时，其空间分布格局的重 

要性依资源的有效程度降低而明显提高 。 

这种空间缀块性的重要性又体现在生物个体对 

资源摄取所消耗的能量大小。不同空间缀块性 

对生物个体能量收支平衡的影响，已成为越来 

越多的生态学家的兴趣所在 ““ 。 

许多研究表明，资源缀块性的作用还因生 

物种对资源摄取方式的不同而异 ”。显然， 

如果某生物种群要花费相当大的能量在某一缴 

块空间上摄取资源，那么该资源迟早会失击做 

为该种群生境的作用。由于不同种群对不同资 

源分布格局有各自的利用方式，不同缀块性也 

就分化成为特有种群的生境。这种生境特化程 

度的高低也取决于缀块性程度 。这种特化 

性也表现了缀块性与生物种长期共同演化的作 

用，这 一点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 

近来，生态学家还探讨缀块性与生物个体 

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一种阈限效应。 

即缀块化程度超过某一闽值时，资源的有效程 

度将大幅度变化，这样，生物个体需要付出比 

收入大得多的能量来获取资源，因而将导致某 

些种群或个体无法对该资源再行利用，进而导 

致大量个体死亡或群体迁移。Wu等(1991)的 

研究表明，在一个景观上，较大面积的缀块的 

解体将影响动物对该景观资源的利用 ” 。当 

缀块解体至某～阐值时，将导致大量动物个体 

的死亡，从而证明这种缀块性阚限的存在及其 

重要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尚待深入，如什么 

样的时空缀块性具有阈限效应?在什么时空尺 

度上阉限效应对某种种群具有意必?这都是当 

前景观生态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 

3．干扰与缀块性 

干扰也是时空缀块性形成的主要 原 因之 
一

， 它影响资源的空间分布。但在另一方面， 

缀块性又直接控制干扰的扩散 。景观生态 

学近来非常重视在景观水平上研究干扰和异质 

景观的相互作用过程 ”““” 。我们认 为 

干扰与缀块性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t 

①景观缀块性和干扰过程是 怎样相互作用的? 

②缀块的大小、形状、边际，结构和缀块间的 

距离如何影响干扰过程?③是否存在一个与某 
一 干扰强度和频度相对应的景观缀块性的亚稳 

态(Metastability)? 

缀块性和干扰过程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 

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缀块性对某一干扰过程 

起的作用不同 。所谓不同缀块性是指各种 

不 同的生物的和非生物的缀块性。例 如，Wu 

(1991)在研究美国洛矶山景观的火干扰时发 

现，在较为湿润的天气状况下，枯枝落叶分布 

的缀块性主导火的扩散过程 (包括火的蔓延方 

向和燃烧强度)，但在干燥 的天气状况 下， 植 

被类型的缀块性起决定作用。其研究还表明。 

在较平缓的地区风向影响火的蔓延方向，而在 

陡坡上，坡向决定火的扩散方向。某一缀块性 

对干扰过程的重要作用也因具体情祝和条件的 

改变而变化。了解不同条件下缀块性对干扰的 

主导作用，不仅对理解和预测干扰过程是重要 

的 ，，而且对于理解受干扰影响所形成的空 

间异质性也同样有意必。 
一 般认为，缀块的大小、形状、边际、结 

构和缀块问的距离影响干扰过程。其实，这种 

影响也因干扰因素而异。比如，一般情况下， 

不同年龄林分的缀块对火的扩散有阻滞作用。 

幼龄袜和成熟林的镶嵌结构、缀 块 大 小、形 

状、边际、以及缀块间距离都直接影响火的习 

性。但是，198睥 美国黄石公园的太火，由于 

极端干燥气候的影响，使这种不同年龄林的缀 

块性的作用极不明显，大火几乎烧毁各年龄的 

林木 。从历史上看，级块性的形成，也是 

干扰作用的结果。不同地形影响下火干扰所形 

成的不同年龄标的缀块性即是例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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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Weibull函数描述林火 的 周 期性分布 

时，不同地区或不同地质年代火的周期性具有 

不同的时空分布规律性 ”“ ” ，这 种 周期 

性明显与火烧面积、火烧频率和不同年龄林的 

缀块性有 关 。TLIrYIQr和 Romme(1991)发 

现 ，火周期为26一l13年产生的是少于200 

年的不同龄林 的镶嵌格局。而火周期为 434年 

则产生大 于 1000年 的 不 同 龄 林 的 缀 块 镶 

嵌 。这种不 同干扰类型 (频度和强度的结 

合 >所产生的不同缀块性 (生物缀块性)告诉我 

们；空间缀块性也许存在着一个与其相对应的 

干扰类型 由于不同缀块性对干抗类型的反作 

用， 也许构成了某一千扰类型与缀块性的 “共 

存 。 这种在较大空间尺度上所形成的不同缀 

块性也许是一种亚稳态，即不同干抗类型所对 

应的不同缀块性所形成的镶嵌复合系统。这种 

亚稳态也许能解释空阿缀块性与干扰过程幅互 

作用的机理，这方面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一’ 

4．人类影响的缓块性 

人类的活动使得自然景观越趋缎块化，摆 

在生态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类影 

响产生什么样的缀块性以及它与 自然景观的缀 

块性有何异同?人们希望从中找到阐释当前人 

类所共同面临的环境压力的答案 。 

首先，应该认识到人类的影响无所不在， 

且在各种不同尺度上施加影响。但是， 往的 

研究却更多的是注重于小尺度上的影响，如森 

林砍伐和水质污染等等。从大尺度上或全球尺 

度上的研究还 硼刚开始。最新的研究唤醒人们 

注意到，人类的影响是在一个大尺度上的作用 

力，任何生物种都不象人类这样尉烈 地 改 变 

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并且危及和消灭焱多与 

其共生物种的生境。人类的影响包 括 国 家 政 

策、法律 、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人 口密度 、 

生活方式 、文化水准、公共道德伦理和价值观 

念等等。这些影响的差别在小尺度上研究往往 

不容易察觉，但在大 尺度 上 则 容 易 理解。 

Knight(1991)从分析北美卫星图片发现 ， 

美国与加拿大边界的决然差删，反映出美国强 

化土地利用所形成的耕地格局与加拿大森林保 

护的森林覆被格局明显不同。美国勇一端与墨 

西哥的边界所反映的是另一种格局的差别，卫 

片显示出墨西哥境内的河流污染与美国境内对 

比的差异，这是由于两目对污染控制政 策的差 

别所致 。这种人类作用所造成的大尺度上 

的缀块性与陆地生态系统反应的小 尺 度 是 造 

成目前陆地生态系统正 反 馈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这种大尺度上的问题，也是推动目前 

“全球气候变化”(Global Climate Change)和 

“可持续发展的生物 圈”(SustaL~able Bios— 

phere)等全球性研究计划发展的原因。 

其次，人类影响的缀块性在结构和功能上 

都不 同于自 然缀块性。人类影响的缀块性一般 

来说缀块大、形状单一，边际整 齐、 结 构 简 

单 ” 。而且 ，缀块问缺乏。廊道 ，不利 于缀块 

间的信息交流和种的迁移。Pickett和 Thom— 

pson(1978)早就指出，自然缀块性最普遍现象 

是种迁 移于不同 缀块之间，而人类影响的缀块 

性则最终消藏种的迁移现象 。这种人类影 

响的缀 块性与自然缀块性的差别是加剧种的消 

失和獗危生物种增加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有 

生态学家认为人类影响的缀块性在功能上的简 

单化和缺乏多样性，也是其脆弱和不稳定的主 

要原因 ，这种假说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三、缀块性的进化效应 

1．缀块性与种的共同演化 

缀块性并非弧立地产生，它是与各种生命 

形式长期共同演化的结果。正由于各种生命形 

式与各种异质的环境相互作用，在适者生存的 

选择压力下，导致了种的多样性。而种的多样 

性本身则增加了生物缀块性生物种 作 用 于 环 

境，改变了非生物缀块性，这种相互作用是最 

重 要的缀块性的进化效应 “ 。 

缀块性与生物种共同演化的一个明证就是 

种群扩散所采甩的有性和无性繁殖策略 一个 

种采用什么样的性形式延续其个体，同环境的 

异质性有关。生物个体可以通过无性繁殖而尽 

快 占据周围生境，如颤杨(Popullus tremuIol- 

d s)的根茎能存活上千年，～旦条件适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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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萌发 。有性繁殖则可遂过种子采用不 

同的传播方式(如风、水 动物等)向其他更大 

范围的生境扩散，种子还可以通过休眠来躲避 

不利的时问和空问的变异。ⅥmlJams(1975)把 

这种扩散策略称为种在扩散安全性与环境不确 

定性之间的权衡 。1。 

目前缀块性与种共同演化最引人注意的另 
一 个证明，是生物个体大小和生境的空问尺度 

大小的关系。Brown和Me．urer(1987)认为， 

生物个体大小是该生物在特定的时空尺度上与 

环境相互作用进化的结果 1。生物个体 小， 

其生境空间尺度也小。而生物个体大，对其生 

境空间尺度也要求更大 1。生物个体大小还 

被用来测定环境的异质性程度 以及种 的 消 

亡概率 1。生物个体大小的研究提供了从个体 

水平到生物种水平进化过程的联系，并且把小 

尺度上的生态过程和大尺度上的进化格局联系 

起来 。这种联系的内在机理是生物个体大 

小使其能量平衡制约着生物个体的活动空间 

种群密度、 地理分布以及种的消亡概率 1。 

这种能量平衡制约着生物个体对不同空问分布 

格局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影响资源分布格局。 

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人们不难发现缀块 

性与种的共同演化现象。但是，生态学家更感 

兴趣去研究这种共同演化的机制和效应 这将 

有助于击预测缀块性和种共同演化的结果。 

2．缀块性与生物学多样性 

生物学 多样性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 

性、生态学多样性 ” 。1。这些多样 性 体 

现出生物缀块性，也是非生物缀块性在不同时 

空尺度上的产物。 

任何一个种群 的适应生存都受到环境缀块 

性的限制。所谓适者生存，往往是某一生物种 

能适应于某一幅度的异质环境，从而使适直的 

基因得以保存。Pickett<1976)认为，在某一 

幅度内，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基因飘移，但适应 

种能延续下去 “ 1。在 自然界，基因的多样性 

有利于它适应突发性的 环 境 变 化 和 选 择 压 

力 “ 。同时，异质环境又常常如剧基因多样 

化程度 。 

应该指出，即使是同一缀块性，对不同生 

物种来说确有不同的选择压力。某一生物种对 

于特定的缀块性的适应生存斗争中，同时存在 

两种可能的作用力t第一，在某一较为稳定的 

时窟缀块性条件下，共同的环境压力使种群具 

有内在凝集力，这种力能抵御基因飘移和新种 

出现，第二，在较易产生突变的缀 块 性 条 件 

下 生物种常因环境变异而加剧基因飘移，促 

使新种出现和导致原有种死亡。种的多样性也 

就是环境的变异 以及生物种的适应能力不断在 

选择压力和基因飘移之间进化的结果 “ 1。 

除了非生物的环境缀块蛀的选择压力外， 

另一种选择压力是来自生物的缀块性一 生物 

种间竞争的压力。种问竞争能起着重要 的选择 

压力作用，它加剧种的空间分布的分化 <生物 

缀块性出现)，并增加基因变异的 程 度 。1。 

竞争种群问的分化导致种对资源空间利用的差 

别，而产生不同的生态位 1。这也许是对种 

与生境分化和适应的生态学多样性的说明。 

如果说不同的生态学系统都具有其特定的 

时空缀块性，那么不同生态学系统的功能则是 

这种缀块性的反映，也可以说生态学系统是系 

统功能与缀块性相互作用的产物。生态学家在 

讨论生态学系统功能与缀块性相互作用时，常 

常注重于t①生态学系统是怎样随对 问 变 化 

的?②这种变化率在不同的生态学系筋之间有 

仟么差异以及在同一生态学系统的 不 同 时 期 

有什么不同?⑧不同的生态学系统 对 于 生 物 

的和非生物的环境变化的反应速率 有 什 么 差 

别 ?各种生态学系统的比较研究，尤其是 

海洋生态系统与 陆地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 的比 

较研究，已引起生态学家的关拄 ” 。1。 

四、缀块性研究的前景晨望 

缀块性是一种 自然现象。生态学家研究缀 

块性，可以说其重要的动力之一是通过研究自 

然缀块性来解决目前人类所造成的环境缀块化 

问题 ““ 1。 

同时，以现代景观生态学研究为代表的“空 

间一研究也为缀块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生 

一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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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研究已经走入了“空问”时代，空间动态和 

空间格局的研究就是缀块性研究的主要方面。 

随着方法的引入和概念的发展，缀块性研 

究将继续探讨缀块形成和分解的机制。缀块形 

成和分解过程中，生物和非生物的因素所起的 

作用，以及不同因素所影响的缀块形成和分解 

速率的差别，将是对其机制研究的重要焦点．。 

为了比较不同缀块性的结构与功能，对于 

缀块性的描述需要有共同的分析和 比 较 的 标 

准。不同的缀块性指数和缀块性分析方怯尚有 

待于进一步发展 “ ：。 这些方法将帮助生态 

学家揭示缀块性的内在性质和基本内涵。 

由于缀块性的等级结构性质，对于不同尺 

度上缀块性的功能研究也很重要。所谓缀块性 

的功能研究。也就是对缀块性的形成机理、对 

生态过程的反应以及缀块间的相互作用或不同 

时空尺度上缀块性的关联的研究。人们将关心 

的是随着尺度的变化，缀块性的功能、作用、 

效应、机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并将深入探 

讨其随尺度瘦 化的规律性。 

对于具体研究来说，生态学家将继续对不 

同生态学系统与缀块性的相互作用感兴趣。这 

种相互作甩的意义决定于特定的生态学系统应 

该具有特定的缀块性。那么，不同的缀块性阕 

值怎样对不同的生态学系统产生影响?以及不 

同的生态学系统与其对应的缀块性间是否存在 

着一种亚稳态?这些问题对于生态学家来说同 

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从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研究缀块性的进化效 

应所反映的种群消亡率和复合种群动态是最有 

兴趣的研究之一，这些研究将对生物学保护和 

生物学多样性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综 上所述，对于未来缀块性的研究可以概 

括为t深入理解缀块形成和分解的机制J描述 

和比较不同缀块性的差异J探索斑 块 性 的 功 

能、作用、效应和机制随尺度变化的规律性， 

以及缀块性对不同生态学系统的影响和它的进 

化效应。最终是了解缀块性这一自然现象的性 

质和作用，并寄希望于为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 

的环境日益缀块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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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变化 在生惫系挠中丑生卷系统之问，直蓟垒球R度 

的响应 上，生卷系坑和备太气过程蚵是如何相互作用 

的?植被是如何影响气候的?陆地，水生和海 

洋生态系统对Co：台量变 化的响应是什矗?气 

候，大气成牙，海平面、梅洋环流和紫外光照 

射生惑 系统各 挝程 (包括 生物地球 佗学循 环在 

内) 堵方面 的变 优所 造成 的影响是 什么? 

附景B 生态学中的跨层次重要设匿(Issues) 

许多特殊前生志学闭题中，包含有几个普通的生 

态学 重要议题。该目录 举了对解释生态学过程 ，及 

对加速把生态学用于解决各种实际的环境问题来说， 

是捉为重要的一些重要议题 

各生态组织层次问的柜互作用。生态学中的所有 

问题都说明，属于生态 魍织 个层次上的各种现象， 

是与在其他层次进行着的一些过程有关系的。既使这 

一 议题到目前 未被目确 地阐述，但我们必须在大多 

数生态学研宠中考虑它。倒如，我们必须把种群、群 

落、生态系统屡次的各种响应，与进疗自然选择过程 

的个 体层次的诸过程联系起来。 

空间和时间尺度的效应。某一空间和时间尺度上 

的过 程和事件，对其他层次的过程和桔局有着重要的 

影响 ，甚至可以控剖这些过程。侧如，虽然竞争作用 

长时间地支配着物种的许多特征，但为争得某种有限 

的资源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却可能很少出现。 

各个屠次生物组织 (biological organization) 

的异质性或多样性的重要往。这里 ，我们包括了涉及 

几个在尺度上相互套嵌 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 

生境异质性的作用问 题，涉及景骢尺度的 复 杂 性 问 

题，以及生态系统许多其他方面l芝问题。例如，环境 

的驶碎和异质性可 以影响物种生活史昀进化，与其他 

种的 存以及生态系统各过程的维持 

许多因子是如何结合起来共同影响生态系统的。 

了解生态组织各个层敬上许多因子累积的影响是极为 

重要 的。自然和生物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各 

个生 态过程。较好地了解这种相互作用，一定会帮助 

莪们 解决更大的问题。倒如，已经受到密度太大 眺及 

随之而产生的为竞争资源而出现的激烈竞争胁迫的有 

机体 ，当受到其他的胁迫时，更易死亡 许多学科应 

参与 生态学研究，眺此做为手段采了解许多匿子是如 

何结 合起来共同作用的。了解大气过程、土壤中的地 

球化 学以及物质、热量和水的作用，对发展生志学都 

是极为重要的。 

环境变化的作用。生态 学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已经 

同样地说明，在处于平衡态 和非平衡态的系统中，各 

系统间存在着巨大韵差异 。医此，生态学研究中的优 

先研 究领域，包括自然和人为干扰，以及干扰与其他 

生物稻非生物医子问相互作用的巨大的 和 特 殊的 作 

用。这 类研究包括对环境胁迫的生态学响应这一重要 

议题，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如何在各个层次 

上对胁 迫作用做出响应的这一问题 如何发现生态系 

统本质变异的问题，其实也暗含在 这一总 的 议题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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