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系统研究与管理简报 
立足科学   服务决策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006 年第 3 期（总第 3 期）                         11 月 2 日印发 

 
 
 
 
 
 
 
 
 
 
 
 
 

景观方法在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中的应用  

Peter Bridgewater 博士 

（《湿地公约》秘书长） 

【编者按】2006 年 10 月 18 日，《湿地公约》秘书长 Peter 

Bridgewater 博士以“景观方法在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中的应用”

为题，在“中国生态大讲堂”进行了主题演讲。该演讲由国家林业

局《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

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综合中心联合举办，中

国科学院傅伯杰局长主持，国家林业局印红副司长致欢迎辞。

CERN 综合中心根据讲演内容整理完成本报告。 



 

本报告分为四部分，即合理利用是湿地保护的重要手段、景观方

法与生态系统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保护湿地是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湿地保护与公众参与密不可分。该报告的思想和观点对我国的湿

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具有参考价值。 

一、合理利用是保护湿地的重要手段 

1．湿地合理利用的概念 

在《湿地公约》实施了 16 年后的 1987 年，湿地合理利用（wise use）

的概念才被明确定义：即“在维持生态系统自然属性的条件下，可持

续地利用湿地，为人类提供福利”。其中“可持续利用”是指在利用湿地

为当代人提供最大利益的同时，维持其为后代提供服务的潜力。 

1987 年以后，人们认识到，如果湿地的生态特征发生变化，那么，

对湿地的合理利用就有可能变为不合理利用，因此，只有明确界定湿

地的生态特征，才能界定湿地的合理利用。2005 年，《湿地公约》采

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相关概念，将湿地的生态特征定义

为：“在特定的时期与地点，代表湿地特征的生态系统组成、过程与

服务的总和”。一旦生态系统的组成与过程等发生变化，生态特征就

会随之改变，湿地管理人员就应考虑该湿地的利用是否依然合理。  

最近，借鉴 MA 的相关概念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态系统方法

的原则，《湿地公约》将湿地合理利用定义为：“采用生态系统方法，

维持湿地可持续性所需要的生态特征”。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

将湿地合理利用理解为：“应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施各种

湿地利用措施，维持湿地的核心的生态特征。” 

2．合理利用是提高湿地保护效率的重要手段 

湿地合理利用对湿地保护来说非常重要。《湿地公约》倡导保护

湿地的重要途径是提名国际重要湿地，是否具有合理利用的能力是衡

量该湿地能否能成为国际重要湿地的关键标准。不可否认，在许多国

家有很多湿地已达到了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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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施来进行湿地的合理利用，那么，即使这些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也是徒劳无益的。 

《湿地公约》指出，应在保护湿地的过程中推广湿地的合理利用。

对于每块湿地，都应密切监测并报告其生态特征的变化情况，从而判

断该湿地是否属于合理利用。众所周知，保持生态系统不变几乎是不

可能的，因此对于湿地保护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地利用湿地，而

不是禁止利用湿地。 

目前，在长江流域，部分渔民用饲料和化肥养鱼，从而获得更多

的鱼产品，对渔民来说，这种做法可能是一种合理的利用方式，但却

则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导致了许多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丧

失，所以渔民的这种利用方式是难以持续的。这个例子说明，如何维

持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平衡，已成为湿地合理利用急需解决的难题。相

反地，四川九寨沟在合理利用湿地方面表现出色，为保护湿地和发展

旅游，当地有关部门在景区修建了可供游人行走的木质栈道，在不破

坏湿地生态特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湿地的文化服务功能。 

总之，《湿地公约》的湿地合理利用概念诠释了湿地保护的科学

方法，强调了维持持续的湿地服务功能的重要性，揭示了景观方法对

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意义。 

二、景观方法与生态系统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景观方法的概念 

景观是由斑块、边界类型、屏障和网络组成的生态基质，是一个

异质综合体，物种、基因、能量、营养和水流控制着该生态基质的异

质性，其中水是维持湿地存在的关键要素。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提到

景观时往往不包括人类，这是不恰当的，景观中应当包括人类自身。 

景观方法意味着对生态系统实施更多的管理措施，关注正在变化

的生态系统结构、关注新出现的外来物种，并确定其保护的远景目标。 

要理解景观方法，首先要理解景观结构和景观变化的概念。理想

的景观结构是指：一个包含许多细粒景观的粗粒景观可以为栖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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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物种（包括人类）提供最适宜的生态利益和一定的环境资源与

条件。景观变化是指：一系列引起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空间过程。这

些过程可能导致生境丧失和片断化，并对生态系统空间格局与过程产

生不利影响。 

对于景观斑块中的物种来说，随着栖息环境的改善或斑块面积的

增大，物种的死亡率将不断降低；而随着廊道与斑块间距的增加，外

来物种的入侵速率则不断增加。因此，科学的景观方法是：通过对土

地进行集约利用，在已开发的地区内保留小的自然斑块和廊道，沿着

主要的边界来布局人类活动，使景观达到生态平衡。景观方法不仅要

运用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要运用社会科学知识来管理生态系统。运用

景观方法时，应当理解湿地生态过程的空间尺度（包括地表水与地下

水），应把湿地看作是三维的立体系统，而不是二维的平面系统。 

2．景观方法对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非常重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景观生态学已成为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的交叉学科，部分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已运用景观生态学知识解

决一些科学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变化，也是最难理解的

一种环境变化。在 MA 所确定的众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

那就是：目前全球有 20 亿人生活在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

服务正在快速丧失，当地人得不到充足的水资源。产生这一问题的重

要原因就是气候变化，因为气温升高影响了降水，改变了世界的降水

格局，影响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分布，进而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在

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景观基质可以减缓气候变化对降雨、气温、水文、

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因此，生态系统管理人员应增强对景观结构的

理解，学会利用景观基质的缓冲作用，提高重要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这里的恢复力是指生态系统遭破坏后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一般

地，生态系统在遭受大的环境变化时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需要

减缓环境变化，提高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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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综合管理是湿地保护的方向，虽然保护单个的湿地很重要，

但只有在以景观为空间尺度的流域综合管理的框架下，这些保护措施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3．景观方法与生态系统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纳了生态系统方法的 12 条原则。但一些

科学家并不赞同生态系统方法，认为该方法过于强调人类与生态系统

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与生态系统本身的结合得并不密切。这些科学家

更倾向于景观方法，他们认为景观方法是基于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的充分理解，为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提供了科学框架。景观方法与生

态系统方法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即：景观方法源于对景观生态学的良

好理解和发展；而生态系统方法虽然也是基于科学知识，但更关注政

策问题，减弱科学知识的作用，因为政策问题的讨论所达成的是政治

共识而非科学共识。虽然两种方法存在区别，但它们仍存在着密切的

联系，他们都强调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中的可持续性原则，都强调空

间尺度的重要性。 

虽然生态系统方法强调通过综合生态功能与社会效益来实施生

态系统管理，但只有正确理解人类影响下的生态系统，并运用景观方

法，生态系统方法才能得以科学地实施。 

三、保护湿地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概念，但它的真正含义很难界

定，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是不同的。这里我们需要

把可持续发展理解为可持续与发展两者的科学统一，而非单纯强调可

持续或单纯强调发展。 

湿地的服务功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2005 年，MA 公

布了其研究结果，指出了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情况，强调理解生态系统

变化的驱动力与服务的重要性。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依赖生态系统所提

供的服务生存，只有依赖这些服务，人们才能过上良好、健康、安全

的生活，生物多样性同样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可分为：

 5



供给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和调节服务。其中调节服务很重要，

它是《湿地公约》推动的湿地保护工作中的关键要素，为《湿地公约》

提供了保护湿地的有效工具。最重要的是，调节服务通常是科学家与

决策者能达成共识的关键点，而找到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共识是开

展湿地保护工作的前提。保护了湿地的服务功能，也就保护了人类可

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目前，由于人类对湿地的不合理利用，以及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

系统的影响，湿地的各种生态特征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导致湿地

服务功能下降，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危害。利用各种措施对湿地

进行保护，已成为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湿

地公约》的目标是：通过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共同努力及国际间的合

作，保护并合理利用所有的湿地，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为实现这一目标，《湿地公约》采取了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对《湿地

公约》成员国的湿地进行合理利用；二是在每个成员国至少确定一处

国际重要湿地，目前全世界已有 1590 块在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

湖沼学或水文学方面具有独特意义的湿地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三是国际合作，主要指各国共同分享科学经验及成功的管理方案。 

为了保护湿地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我们需要考虑两方面的

问题：一方面，在那些湿地已受到人类干预而严重改变的地区，需要

重新认识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采取措施恢复和

重建湿地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在那些仍有大面积湿地尚未被改变的

地区，应首先考虑保护，在充分了解了该湿地生态特征的基础上，运

用景观方法对其进行合理利用。 

湿地生态系统提供水资源和其他服务，是景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只有保护了湿地生态系统，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四、湿地保护与公众参与密不可分 

湿地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水循环、养分循环和水质净化非常

重要。如果湿地面积持续减少，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也将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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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湿地已成为科学家的一个研究热点。但仅仅依靠科学研究仍不足

以保护湿地，因为对湿地影响最大的是当地居民，如果科学家不能与

当地居民进行交流，没有把科学知识介绍给政府部门和公众，那么即

使人们有保护湿地的愿望，也找不到科学有效的实施方案。所以，湿

地保护与公众参与密不可分，科学家应该增加与公众的交流，使他们

更好地合理利用湿地。 

运用景观方法是进行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一种战略方法，这种

战略方法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需要地方

团体的广泛参与。如果当地居民和政府不了解景观方法的科学基础与

知识，即使再好的湿地保护计划也难以付诸实施。 

为提高公众保护湿地的意识，1996 年《湿地公约》常务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决定，从 1997 年起，将每年的 2 月 2 日定为“世界湿地日”，

世界各地都在这一天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2006 年 2 月 2 日是第

10 个“世界湿地日”，其主题是“湿地与减贫”，宣传口号是“湿地，攸

关人类的生活；失去湿地，我们将无法生活”。另外，《湿地公约》利

用国际重要湿地的示范作用，向公众介绍了大量有关湿地的知识，使

当地居民认识到湿地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湿地，会给他们

带来长期的利益。《湿地公约》通过这些途径向公众和政府部门介绍

了合理利用湿地的科学方法，使社区在经济发展中能持续利用自然资

源，减少对湿地的破坏，减少湿地保护给社区发展所带来的束缚，最

终实现湿地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的平衡。 

总之，积极的宣传、教育活动对湿地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活

动给当地居民和政府部门带来了管理湿地的新方法，在运用景观方法

合理利用湿地的过程中，湿地生态系统得到了保护，人类的利益也得

到了维护，达到了湿地保护与人类利用之间的平衡。 

 
报告整理：李晓炜 
责任编辑：于秀波 
审    阅：于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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