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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类对环境影响的加剧（ 如空间破碎化） ，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变
化，极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空间结构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与捕食关系的改变密
切相关，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对于了解破碎生境生态变化的机制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就典
型空间结构对捕食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包括空间大小、形状、方向、布局和连通性等．资料
表明，空间变小、连通性降低、空间及集合群落过度破碎化、空间方向和形状变化等导致捕食
成功率过度增长，都不利于猎物⁃捕食者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关于简单空间构型耦合形成的复
杂空间结构对捕食关系，尤其是对多物种共存的复杂捕食关系的影响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
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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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变异性，表现为生态系统的缀块性和环境的梯
度变化 ［１］ ．空间异质性与生态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决定群落发展的基本原因． 仅考虑空间构型特征
时，空间异质性称为结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对生物
群落的结构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重要影响 ［２－３］ ．

例如，景观水平上空间结构的差异，如景观内斑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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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形状及连通性上的差异，能够改变植物、动物和
微生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丰富度及其空间分布格
局等 ［４－５］ ．

种间相互作用是群落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决定

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关键，也是决定物种多样性⁃生态
系统功能关系的关键

［６］

． 自然界中的种间关系极其

１
１ １

７１３

典型空间结构对捕食关系的影响
空间大小

在生态学研究中，空间大小（ 图 １Ａ） 如何通过

捕食关系影响生态过程始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
题．对捕食者而言，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偏向于往猎

复杂，包括直接（ 捕食或寄生关系） 和间接（ 营养级

物密度高的区域聚集，而猎物则相反，偏向于分布在

联效应） 的营养关系以及非营养关系（ 竞争和互利

捕食风险低的区域，最终究竟是哪类动物的策略更

关系等） ，其中直接的营养关系，尤其是捕食关系，

有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空间的大小和物种

在群落构建以及生态系统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的属性．具体而言，在小尺度下，捕食者以直接捕食

初级消费者对植物的取食作用能直接改变植物群落

猎物为主要行为策略，而猎物以远离或躲避捕食者

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而捕食者

为主要应对策略，由于空间变小增加了捕食者与猎

对中间消费者的捕食作用能通过改变猎物的多度和

物相遇的几率，因而通常不利于猎物的生存，但是，

多样性，进而间接影响植物群落的结构和动态（ 即

如果空间变小到影响捕食者正常的捕食行为时，可

率（ 植物生产力积累大小） ［７－８］ ．

捕食者以搜寻猎物为主要行为策略，而猎物往往优

营养级联效应） ，并最终作用于生态系统的功能速

能反而降低其对猎物的控制能力 ［１５］ ；在大尺度下，

可见，结构异质性与捕食关系对生态过程都有

先聚集分布在资源和环境更适宜的区域同时减少躲

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对生态过程的影响不

藏的频率，以最大限度促进群落的繁衍，这样毫无疑

是独立发生，而是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 空间结构

问加大了它们被捕食者发现的风险，此时捕食者搜

变化对群落特征（ 如物种分布、群落动态、群落组成
等） 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对植物⁃植食性动
物、植食性动物⁃天敌，以及植物⁃植食性动物⁃天敌相
互作用的影响

［９－１０］

．通常，适度的空间结构变异有利

于猎物⁃捕食者系统的续存，从而减少群落波动、增
加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１１］

． 因此，将结构异质性

索能力越强，捕食成功率越高 ［１６］ ．可见，捕食者和猎
物的行为及它们之间的捕食关系与空间大小密切
相关．
当前关于空间大小对捕食关系影响的研究已经
很多，主要以野外观察、模型模拟和控制试验为主，
涉及个体、种群到群落的各个层次．在个体和种群水

和捕食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是群落生态学和景观生

平上，生存空间的变化可以影响捕食性动物的行为

态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和感知能力，从而改变其捕食成功率，或者改变猎物

空间结构多样性主要包括空间斑块在大小、形
状和方向上的多样性及不同斑块间空间布局的特异

性和连通的不均匀性等 ［１２］ ．其中，空间大小、空间形

的发育过程，最终影响捕食者和猎物的生存、生长、
繁殖及两类种群间的相互动态 ［１７］ ．例如，Ｒｏｏｓ 等 ［１８］

用模型预测空间变小的影响，发现空间变小限制了

状和空间方向可以针对某一独立的生境或者空间，

捕食者的行为和捕食，降低了捕食者对猎物的控制

而空间布局和空间连通性则只能针对由一系列相对

能力．而 Ｇａｓｃｏｎ 等 ［１９］ 采用室内试验探讨了空间大小

独立的生境或空间构建的整体． 由于自然（ 如地震、
火灾、暴风、洪水等） 和人为干扰的影响，生境破碎
化过程在全球范围内日趋严重． 原本完整连续的空
间斑块被分解成大小、形状和方向各异的小斑块，并
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分布格局和连通结构． 探讨空间
结构对捕食关系的影响对于预测自然生态系统的发
展趋势、规范人类行为至关重要． 然而，当前群落生
态学中关于空间结构与捕食关系的相关研究仍显不
足，尤其对简单空间构型耦合形成的复杂空间结构

与捕食关系的研究极其缺乏 ［１３－１４］ ． 在此，本文将近
年来空间结构与捕食关系的相关研究概况做一介
绍，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及参考．

图 １ 空间结构变化示例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 大小变化 Ｓｉｚ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Ｂ： 形状变化 Ｓｈａｐ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 方向变
化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 布局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
连通度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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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猎物（ 蝌蚪 Ｒａｎａ ｕ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捕食者（ 蜻蜓 Ｔｒａｍｅａ

力继续开展空间大小与捕食关系的研究．同时，探索

ｌａｃｅｒａｔａ 幼虫） 系统的影响，发现空间变小造成蝌蚪

空间大小对捕食关系的影响对于确定自然保护区最

变态发育的时间缩短，发育成青蛙幼体时个体变小，

小面积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保护区担负着保护生物

这可能影响青蛙的繁殖特征（ 繁殖时间和繁殖力） ，

多样性和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责任，通常情况

从而最终改变猎物种群数量、猎物⁃捕食者动态及相

下自然保护区面积越大越好，但考虑到社会经济发

应的群落过程．在群落水平上，空间大小可以影响猎

展的需要，如何选择最小的土地面积维持该地区正

物群落的分布，从而改变捕食性动物的捕食成功率

常的生物多样性就显得非常现实，而这也依赖于彻

及捕食过程的能量消耗，最终作用于猎物⁃捕食者系

底洞悉空间大小如何影响捕食关系的过程及机理．

统动态过程和食物链长度

［２０］

． 例如，对挪威森林生

１ ２

空间形状

态系统中昆虫群落的观察表明，随着森林生境面积

空间破碎化过程使生境的几何特征发生了巨大

的减少，群落食物链的长度变短，群落能量流动和物

的改变，尤其是形状上的变化． 理论研究表明，空间

种循环的功能受到严重损害

［２１］

，这种现象在其他不

同的生态系统中有过类似报道 ［２２－２３］ ． 通过影响捕食
关系，空间 大 小 可 以 进 一 步 影 响 群 落 组 成 及 多 样
性

［２４］

．例如，Ｐｅａｒｍａｎ

［２５］

发现，随选用池塘面积的增

加，捕食性动物龙虱（ Ｄｙｔｉｓｃｕｓ） 的定居成功率增加，

形状是影响捕食关系等生态过程的重要因素 ［３０］ ．对
于陆地生态系统而言，狭长生境中的动物具有更强
的感知能力和领地意识，因此，该区域中的猎物更容
易被捕食者取食或驱逐 ［３１］ ．例如，野外观察发现，斑
块形状对山齿鹑（ Ｃｏｌｉｎｕ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ｕｓ） 种群数量影响

造成两种猎物蝌蚪 Ｐｓｅｕｄａｃｒｉｓ ｔｒｉｓｅｒｉａｔａ 和 Ｂｕｆｏ ａｍｅ⁃

显著，与非线形斑块相比，线形斑块中山齿鹑被捕食

ｒｉｃａｎｕｓ之间的相对竞争强度改变，Ｂ．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 的

者发现的几率更高，因此筑巢成功率低，种群数量相

竞争力增 加， 池 塘 内 生 物 群 落 组 成 和 多 样 性 随 之
变化．
总之，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捕食关系和群落格局

应较小 ［３２］ ． 同样，迁入狭长生境的猎物通常比方形
或者圆形生境中的少 ［３１］ ．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形状对
捕食关系的影响与边缘效应有关．研究表明，除了增

不同．然而，受人力、物力及技术条件等的限制，以往

加植物多样性和丰富度外，边缘效应同样会带来一

在大尺度上提出的假设，答案的寻求往往是在小尺

些不利的影响，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加大了猎物被捕

度上完成，并且不同的学者可能采用不同的研究尺
度，造成结果差异很大，缺乏可比性．如，针对浮游动
物运动特征和景观斑块中停留候鸟数量开展的众多
研究就没 有 统 一 研 究 尺 度， 导 致 研 究 结 果 千 差 万
别

［９，２６］

．正因为如此，小尺度试验的有效性，即小尺

食的风险 ［３３］ ． 形状不同，边界长度和斑块内部面积
的比值自然不同，从而影响捕食关系． Ｏｒｒｏｃｋ 等 ［３０］

用野外控制试验探讨了空间形状对群落组成的影
响，发现空间形状会改变捕食性动物对商陆（ Ｐｈｙｔｏ⁃
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种子的取食效率，且这种影响对不

度模拟试验能否反映真实的生态过程，在早期引发

同的捕食性动物效果不同，导致捕食性动物之间的

了人们广泛的争论．一方认为，小尺度试验可能曲解

相对丰度改变，最终影响群落的组成和结构．

真实的生态过程，因此它不能作为群落动态等大尺

对于水生生态系统而言，空间形状对捕食关系

；另一方则认为，没有任

的影响同样非常明显．我们近期的研究证实，空间形

过程，而小尺度试验能快速地揭示其中某些关键过

总体 积 相 同 的 情 况 下 （ 图 １Ｂ） ， 浮 游 动 物 大 型 溞

度生态现象的研究手段

［２７］

何一种类型的研究能够完全再现或者揭示所有生态

程，如果再辅以模型研究和长期的野外观测验证，足
以克服其缺陷并可以用于解释大尺度上的生态现
象

［２８］

．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前大部分生态学家对小

尺度模拟试验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但增加了很多
使用限制，如设置尺度梯度等

［２９］

．

可见，离开空间大小探讨捕食关系等生态过程

状对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相互关系有显著影响 ［２９］ ．在
（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ｍａｇｎａ） 和微型裸腹溞（ Ｍｏｉｎａ ｍｉｃｒｕｒａ） 在
浅而宽的空间中比在深而窄的空间中运动能力更
强．这是因为与深而窄的空间相比，浅而宽的空间气
液交换界面大，气体在气液相之间交换更加容易，为
动物运动提供了更多的氧气 ［３４］ ；并且，对采用随机
运动模式的浮游动物而言，其在宽而浅的空间内水

是毫无意义的． 虽然生态学家已经认识到空间大小

平运动的频率比垂直运动的频率要高，由于水生动

的重要意义，但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尺度开展捕食

物个体水平运动消耗的能量通常比垂直运动少（ 在

关系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为了
提高模拟试验的可信度和科学性，仍需付出更大努

其重力不能忽略的情况下） ，因此水平运动增加使
捕食者在运动过程中克服重力所做的功减少 ［３５］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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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因素最终导致浮游动物运动能力增加． 因为浮
游动物滤食浮游植物的能力与其运动能力呈正相
关

［９，３６］

，因此运动能力上升致使动物滤食能力上升．

之后，滤食效率的增加将加快浮游动物的生长和繁
殖，迅速消耗水体中的浮游植物，造成后期浮游动物
因缺少食物而死亡，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系统稳定性
降低 ［３７－３８］ ．

７１５

对迁徙的候鸟而言可能不同 ［４１］ ，或平行或垂直于候
鸟迁徙的方向．水生生态系统中同样如此，大小和形
状相同的两河底斑块其方向可能平行也可能垂直于
水流的方向 ［４２］ ． 又比如，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
珊瑚礁地区，体积和形状相同的两长方体珊瑚礁洞
穴由于摆放方式不同，可以形成垂直高度大但底面
积小的洞穴，也可以形成垂直高度小但底面积大的

简而言之，斑块的几何形状是空间结构的主要

特征之一，深刻影响着捕食关系，从而影响生态系统

洞穴（ 图 １Ｃ） ．

空间方向不同导致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包括风、

的结构和功能．根据其具体的生态功能，其对野生生

水、重力场、电磁场及营养状况等，从而影响生态过

的选择） 及人工湿地等水体的管理（ 水位的调控） 有

间方向的改变（ 摆放位置的改变） 影响了光照强度，

物保护（ 保护区形状选择） 、森林经营（ 木材采伐地

程．ｖａｎ Ｋｌｅｕｎｅｎ 等 ［４３］ 研究发现，植物在培养室内空

重要的指导意义．斑块形状的度量不同于空间大小，

造成植物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ｒｅｐｔａｎｓ 的叶片长度、匍匐茎茎

由于其变化大、复杂多样，难以确切地直接计测，因

节长度等形态特征发生变化． 空间方向对捕食关系

此，常采用特定的指数进行描述．陆地上空间形状的

的影响更加明显，因为空间方向可以同时影响捕食

描述可以用拉伸度、圆度、紧密度或斑块边界实际长

者和猎物的感知能力． 例如，Ｇｕｔｚｗｉｌｌｅｒ 等 ［４４］ 对杨木

度与同面积圆周的比值来表示． 水生生态系统空间

林排列方向与候鸟种类和数量的关系进行了调查，

形状的变化更加复杂，描述方法也更加多样，在生态

发现杨木林的排列方向决定了其被候鸟发现的几

学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

率，从而影响杨木林停留候鸟的数量及与候鸟相关

善．无论是陆地还是水生生态系统，形态的极限变化

的捕食过程；通常，垂直于候鸟迁徙方向的杨木林更

还可能转化为维度变化，如由一维线型空间向二维

容易被候鸟察觉，因此其内候鸟的种类和数量明显

面型空间最后向三维立体空间的转化． 这里所指的

高于平行于候鸟迁徙方向的斑块． 候鸟种类和数量

维度有别于物理学或数学上的概念，与物种属性有

的变化使目标斑块内候鸟可取食植物的数量及候鸟

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平原上新形成的小土包对

天敌的数量发生变化，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直接的

小型动物（ 如昆虫、田鼠等初级消费者） 而言是二维

试验证据来证明该猜测，而这对于候鸟的保护非常

空间向三维空间的转化，但对大型动物（ 如狐狸等

重要．此外，有研究表明，森林中人为修建的公路，其

顶级消费者） 或鸟类而言，则没有变化．又如，小幅度

铺设方向对红火蚁（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ｖｉｃｔａ） 的种群密度产

加大河流浅水区水深对小型水生动物（ 如浮游动物

生了影响．具体而言，东西走向的公路中红火蚁的数

及其小型捕食者） 而言可能是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

量比南北走向的公路多，这种变化可能进一步造成

的转化，但对大型鱼类而言（ 顶级消费者） 却没有维

该区域内红火蚁所取食的植物或动物的种类和数量

度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根据具体研究目
标和研究系统来确定维度．维度的变化对猎物⁃捕食

下降 ［４５］ ．

与之类似，水生生态系统中，垂直于水流方向上

者系统的影响可能较一般的形状变化更加深远，但

的水生斑块通常可以截留更多的水生生物，斑块内

到目前为止，关于维度变化与种间关系的研究还很

物种多样性和多度的变化必将进一步影响捕食关

少，仅有的研究也以模型研究为主，缺乏直接的试验
证据，这有可能成为景观生态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

［３９－４０］

１ ３

．

系 ［４２］ ．除了通过截留猎物或捕食者的方式改变捕食
关系外，空间形状还能通过影响水体理化性质的方
式改变水体中猎物⁃捕食关系． 例如，另外一项研究

空间方向

空间方 向 （ 用 于 描 述 空 间 摆 放 方 式 的 几 何 特

表明 ［９］ ，大小和形状相同的两个长方体容器，如果
空间方向改变造成容器高度下降（ 底面积增加，图

．相比空

１Ｃ） ，浮游动物方形网纹溞（ Ｃｅｒｉｏｄａｐｈｎｉａ 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ｕ⁃

生态学者忽视． 其实，在自然环境中，生物栖息的环

运动能力上升的机制与空间垂直高度下降造成动物

境千差万别，其空间方向也不同．以森林生态系统为

垂直运动能耗减少（ 克服重力做功减少） 有关． 如果

例，即使大小和形状一样的两个森林斑块，其方向相

空间方向造成浮游动物滤食效率过度增长，将会造

征） 多样性是空间异质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９］

间大小和形状，空间方向这一空间结构属性往往被

ｌａ） 的运动能力将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加滤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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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域群落间相互补偿，促进了该系统的良性循环．
值得指出的是，空间布局改变所产生的后果还与物

总之，生物对栖息地方向的响应是长期自然选
择的结果，如果系统内捕食者和猎物对空间方向改
变的响应不同，则空间方向改变必将影响捕食关系，

种属性有关，通常，局域群落越小越有利于小个体物
种（ 通常为猎物） 获得生存优势 ［５３］ ．例如，Ｋａｒｅｉｖａ ［５４］

发现，局域群落增加改变了捕食者瓢虫（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ａ

从而进一步作用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为了更

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的运动模式，降低了其随机搜索的能

好地为候鸟迁徙提供中转站，以及更好地保护森林

力，造成蚜虫（ Ｕｒｏｌｅｕｃｏｎ ｎｉｇｒｏ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ｍ） 的局部暴

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

发，猎物⁃捕食者系统稳定性反而降低．此外，并不是

衡，有必要加快空间方向与捕食关系的研究．

斑块数量越多系统越稳定．通常，单一的大斑块所含

１ ４

空间布局

空间布局探讨的是集合种群的问题（ 图 １Ｄ） ．早

在 １９５８ 年，Ｈｕｆｆａｋｅｒ

［４６］

有的猎物或捕食者的数量和种类往往比总面积相同
的几个斑块要多，这是因为所有的斑块都含有类似

通过观察发现，当把一个连

的边缘物种，而大斑块通常还含有敏感的内部物种，

续的生境破碎成几个彼此有交流的小生境后，猎物⁃

因此，一旦破碎后的斑块过小，敏感物种随机灭绝的

捕食者系统的稳定性增加． 其机制与破碎的生境为

风险增 加， 猎 物⁃捕 食 者 系 统 崩 溃 的 速 度 反 而 加

猎物提供了躲避的场所、使猎物可以在不同斑块间
相互补偿有关．因此，集合种群的概念孕育而生．

快 ［５５－５７］ ．

总之，空间布局对捕食关系的影响绝对不容忽

集合种群是由空间上相互隔离，但又有功能联

视．基于空间布局与捕食关系的研究在解决斑块之

系（ 一定程度的个体迁移） 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局

间的生物联系和交流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它可以

部种群组成的种群镶嵌系统，探讨的是具有不稳定

为正确确定动物的活动区域、计算最小可存活种群

局部种群的物种区域续存的问题

［４７］

． Ｌｅｖｉｎｓ 模型预

测，在一片景观或区域内存在的众多斑块间，由于环
境的随机性和波动性、或者小种群的建群者效应、

数量、确定自然保护区最小保护面积提供理论依据．

１ ５

空间连通性
空间连通性通常指生态各组分之间的空间关联

Ａｌｌｅｅ 效应以及近交衰退的影响，每一局域种群都有

性，是景观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的重要概念和研究

个斑块内持续生存，但可以通过在不同斑块间相互

现改变了不同分布区域内猎物的生长和繁殖状况，

其潜在的灭绝率或灭绝风险，这使得物种不能在单
迁移和流动，或是重新定殖从而在一个更多元的区
域内续存

［４７－４８］

入和发展 ［４９］ ．

． 之后，集合种群的研究不断得到深

集合种群理论的发展为研究空间布局对捕食关

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试验研究逐渐开展了起
来．Ｈｏｌｙｏａｋ 等

［５０］

用 豆 形 虫 （ Ｃｏｌｐｉｄｉｕｍ ｓｔｒｉａｔｕｍ） ⁃双

环栉毛虫（ Ｄｉｄｉｎｉｕｍ ｎａｓｕｔｕｍ） 这一猎物⁃捕食者系统
进行研究发现，随着局域种群数量的增加，系统稳定
性和持续性增强．Ｃｏｓｅｎｔｉｎｏ 等

［５１］

在水生生态系统中

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即虎蝾螈（ Ａｍｂｙｓｔｏｍａ ｔｉｇｒｉｎｕｍ） ⁃
捕食者鱼类系统的续存时间随局域种群数量的增加
而延长．Ｅｌｌｎｅｒ 等 ［５２］ 进一步以棉豆 （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ｌｕｎａ⁃

ｔｕｓ） ⁃二斑叶螨 （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 ｕｒｔｉｃａｅ） ⁃智利 小 植 绥 螨
（ Ｐｈｙｔｏｓｅｉｕ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ｍｉｌｉｓ） 食物链为研究系统，探讨了
空间布局对捕食关系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在单一
空间中，猎物⁃捕食者系统很快奔溃，而在集合群落

手段（ 图 １Ｆ） ．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捕食性动物的出
猎物群落的续存依赖于不同区域内猎物间的“ 救援
作用” 或“ 源汇动态” ［５１，５８］ ，利用猎物在不同区域间
的重新配置来阻止消亡． 当一个连续的生境被分隔

成多个隔离的小生境时，生态系统的连通性降低，
“ 救援作用” 或“ 源汇动态” 受限，从而危害生态系统
原本的结构和功能 ［５９］ ．

随着人为干扰的增加，自然生态系统中生境隔

离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公路就是产生生境隔离最
好的例子，它能够使公路两边及公路沿线哺乳动物、
昆虫及无脊椎动物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发生变
化 ［６０］ ．动物迁移情况的改变将进一步导致猎物⁃捕食
者关系发生变化．通常，生活在隔离生境中的牧食性
动物被取食殆尽后，或者捕食性动物因为种种原因
数量下降后，由于无法从其他生境获得补充，其灭绝
的风险通常高于连通性高的群落 ［５１］ ， 从而降低猎
物⁃捕食者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Ｋａｒｓａｉ 等 ［１３］ 用模

中，局域群落的增加降低了捕食者取食猎物的成功

型模拟了连通性对猎物⁃捕食者系统的影响，结果表

率，并且不同植物上猎物⁃捕食者系统动态不同步，

明，随着斑块内连通度下降，系统持续稳定的时间不

这使得猎物和捕食者可以通过随机定居过程在不同

断缩短．大量的野外和控制试验同样证明了以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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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正确性 ［６１－６２］ ． 相对来说，空间连通性对捕食者

的影响更加明显，因为捕食者对空间大小（ 隔离生

７１７

用于对捕食关系及群落格局成因与效应的概括．

２ １

空间大小和连通性的交互作用

境中捕食者迁移受到的限制更大） 及资源的依赖性

到目前为止，生境面积减少及生境隔离是对自

更大，并且其数量往往较少，使其敏感性较猎物高．

然环境的 最 大 冲 击， 也 是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最 大 威

如 Ｓｈｕｌｍａｎ 等

［６２］

采用中宇宙模拟试验探讨了连通

性对群落内捕食者、猎物数量及两者丰富度比值的
影响，结果表明，捕食者和猎物的数量随连通度降低
而下降，并且捕食者受到的抑制更加显著，群落内捕
食者 ／ 猎物百分比下降．

胁 ［６６］ ，破碎和隔离生境中生物群落的保护成为了生
态学的重要课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关于空间大小
或连通性对生态过程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涉及两
者共同作用的研究却很少 ［６７］ ． Ｐｒｕｇｈ 等 ［６８］ 采用野外

观察试验试图探寻生境大小和生境隔离与生物多样

对植物⁃牧食性动物系统而言，空间隔离通常会

性的关系，结果表明，面积大且连通性好的斑块生物

降低动物取食植物的效率，同样不利于其种群的延

多样性较高，捕食关系较为复杂，至于生境大小和连

续．如 Ｏｒｒｏｃｋ 等

［３０］

野外调查发现，空间连通的状况

决定了跨墨西哥火山带白足鼠属 （ Ｐｅｒｏｍｙｓｃｕｓ ｓｐ．）

通性各自对生物多样性及多度的影响则与捕食者或
猎物的物种属性有关．Ｐｉｌｓｋｏｇ 等 ［６３］ 研究了生境大小

动物种群的持续情况．通常，连通性高的斑块中白足

和连通性对甲虫多度和多样性的影响，调查结果发

鼠更易获得食物，其群落持续的时间长． 又如，Ｐｉｌｓ⁃

现，生境大小是决定甲虫多样性的决定因素，在给定

ｋｏｇ 等

［６３］

研究表明，空间隔离导致橡胶林内甲虫群

的生境大小下，空间隔离对甲虫多样性和多度没有

落对木本植物和真菌的取食效率降低．此外，空间连

影响，但降低了甲虫取食植物和真菌的速度．由此可

通性对捕食关系的影响还与物种属性有关，因为斑

见，空间大小和空间连接性对捕食关系等生态过程

块中生物之间连接性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斑块的空间

影响不同，存在交互作用，而生境面积减少和空间隔

结构特征还取决于生物的行为特征． 对于生物群体

离产生 的 交 互 作 用 可 以 进 一 步 加 剧 生 态 系 统 的

而言， 不同的生物种，同一种空间结构， 由于运动

恶化．

能力和行为模式不同，其在斑块间的迁移能力可能
不同，从而影响他们在不同斑块间的相互交流．空间
隔离对牧食性动物取食效率及迁移情况的影响，可
以进一步改变牧食性动物的多样性及数量．Ｂｅｎｅｄｉｃｋ
等

［６４］

２ ２

空间布局和连通性的交互作用
研究表明，在集合群落中，局域群落灭绝的风险

是斑块大小和斑块间连通度两者的函数 ［６７］ ．对猎物⁃
捕食者集合群落而言，猎物的续存依赖于局域群落

以蝴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空间隔离对蝴蝶多

的大小和不同斑块间猎物的相互补偿，而这是建立

样性及种群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空间隔离造成蝴

在适当的斑块大小和一定的连通度基础上的，即猎

蝶多样性和数量下降，系统稳定性降低．

物⁃捕食者集合群落的系统动态与空间布局和连通

从以上分析可知，斑块连通性对维持种群数量
和结构、维护物种遗传多样性、恢复和重建濒危种群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尚未把连通性
设定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也鲜少发表与连通性
有关的研究论文，更重要的是，当前国内外的研究主

性的共同作用息息相关 ［５１］ ．尽管目前已经开展了大

量关于空间布局或连通性对捕食关系影响的研究，
但是探 讨 两 者 交 互 作 用 对 捕 食 关 系 影 响 的 不 多．

Ｋａｒｓａｉ 等 ［１３］ 通过控制大小均匀的局域斑块之间的
连通性，探讨空间布局与连通性交互作用对猎物⁃捕

要集中在陆地生态系统，鲜少涉及水生生态系统．与

食者集合群落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斑块间连通能

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水生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动态

力的提高，猎物⁃捕食者系统持续稳定的时间延长．

性和连通异质性，因此关于连通性的研究和应用尚

并且，这种作用的贡献与局域斑块大小有关，局域斑

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２

［６５］

．

不同空间结构耦合对捕食关系的影响

块越小，连通性在维持猎物⁃捕食者系统稳定上发挥
的贡献越大．这个试验初步探讨了连通性与空间布
局之间的共同作用对捕食关系的影响，但设定所有

尽管空间构型的普遍性已经被清楚地认识到，

斑块之间连通性呈等比例变化，忽视了不同局域群

但关于其对生态过程作用机制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

落间连通性不均匀的情况，同时也忽视了局域群落

深入，尤其是关于不同空间构型之间耦合作用的研
究严重不足，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大小与连
通性共同作用对猎物⁃捕食者系统的影响，还不能适

间大小不一致的情况．即使是 Ｃｏｏｐｅｒ 等 ［１４］ 的最新研
究也没有同时考虑以上所有因素． 唯一做过的一次
尝试也仅仅是采用野外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缺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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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控制试验进行论证 ［５１］ ，而空间破碎化过程中这

种猎物（ 或捕食者） 因为空间结构变化而来源不足

验探讨空间布局与空间连通性的交互作用对捕食者

物也可能更多地被其他捕食者取食） ，从而表现出

些变量往往同时发生变化，因此，采用严格的控制试
猎物关系的影响非常必要．

２ ３

其他

时，捕食者可以通过取食其他猎物来进行补偿（ 猎
与单一猎 物⁃捕 食 者 系 统 完 全 不 同 的 系 统 动 态． 因
此，仅仅针对某一对或某一条食物链开展研究对于

探讨空间大小与空间方向的交互作用，主要集

预测自然条件下真实的生态过程作用不大，该问题

中在陆地生态系统，且主要是针对鸟类开展的研究．

的解决依赖于对更加复杂的猎物⁃捕食者系统的研

如 Ｈｏｌｌｅｎｂｅｃｋ 等 ［４１］ 用野外控制试验发现，短距离迁
徙的鸟类对杨树林的空间方向有响应，垂直分布于
其飞行方向上的杨树林相比平行分布的杨树林的鸟
类种类和多样性要高；而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则只对
杨树林的大小有响应，斑块越大，候鸟数量和种类越
多．此外，Ｂｕｌｌ 等

［６９］

究 ［６９］ ．

我国景观生态学起步较晚，从其引入至今才 ３０

年，这 ３０ 年中，我国景观生态学发展迅速，充分展示
了景观生态学在我国的发展前景 ［７０］ ． 但是，与国外
相比，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还有着较大的差距，具体

探讨了空间形状、连通性及集合

表现在原创性不足，即现有成果更多地是对欧洲与

种群的共同作用对猎物种间竞争作用及猎物⁃捕食

北美的理论、方法的引入和应用，缺乏创新． 在欧美

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空间形状对两类系统的影

景观生态学发展逐渐放缓的今天，从捕食关系的角

响不显著，而空间连通性与空间布局的共同作用显

度探讨空间结构的生态功能，有助于缩短我国与国

著．良好的连接性加上适度的空间破碎（ 适量的区域

外景观生态学发展的差距．

群落） 通常有利于动物个体在不同斑块间的迁移扩
散，有利于促进系统的持续和稳定．
３

展

望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景观生态学在欧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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