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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感生态学在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实践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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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自 2016 年以来，在全国 24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已开展

了 25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工程。以大凌河流域北票段为研究区，探讨了景感生态学理论在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实践中的应用。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构建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框架，以保持、

改善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建了“一中心、二重点、五要素、六工程”的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景感空间

体系，并基于此将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分为 5 个重要治理区域，形成“一带四区”的生态安全格局，提出了应

用景感生态学理论，构建区域居民的共同行为规范，引导并实现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有利影响，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保护与

修复效果的对策建议。通过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的分析案例，以景感营造的理念开展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顶层设计，为促进

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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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ull-array ecosystems ( mountains-rivers- forests-farmlands-lakes-
grassland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us，under the organizations of related ministries，a
total of 25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ilot projec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cross 24 provinces since 2016．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enses ecology theory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ull-array ecosystems
in the typical resource-exhausted city of Beipiao section，Daling River Basin． It also proposes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ull-array ecosystems in Beipiao，Daling River Basin． With
the goal of maintaining，improving and improving ecosystem services，the framework designed a four-dimension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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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blem identification，system governance，natural restoration and landscape construction″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iming at the typical key problem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such as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and mining
wasteland，serious soil and water loss，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backward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of villages
and towns，the framework carry out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full-array ecosystems with the watershed as the uni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project and capital investment，the method of ″rewilding″ is emphasized in the area dominated
by natural eco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landsenses ecology are applied in the area where human activities are concentrate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framework includes ecological security，ecological health and ecological well-being．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liorization model，the conten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are constantly adjusted and
optimized to achiev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iming at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important ecosystem
services need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landsense cre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as“one core，two key points，five elements and six projects”． The study area is divided five main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reas，which forms an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as“one belt and four districts”． 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to construct the common behavior norms of regional residents，to
guide and realize the beneficial impact of human beings on the natural ecosystem，a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ull-array ecosystem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Beipiao，Daling River Basin，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ull-array ecosystem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andsense creation，which
provides ideas and ways to promot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full-array ecosystems ( mountains-rivers- forests-farmlands-lakes-
grasslands) ; landsenses ecology; landsense creation; ecosystem services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加快，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日益加剧，生态

环境问题频发，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损害，严重制约或减小了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1-4］。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尤其是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给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指明了方向与道路［5］。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 9
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

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6］。
自 2016 年以来，由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三部委联合开展了三批共 25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项目，可以说，生态保护与修复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7-8］。
景感生态学的概念于 2015 年提出，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

感知、心理认知、社会经济、过程与风险等相关方面，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科学［9］。景感生态学

是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联系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桥梁。景感生态学的

研究目的是要在通常意义下的保持、改善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特别注重和强调要增加“可持续发展

意识及其相关理念”的生态系统的服务，通过促进人们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行为规范，进而使得人们在享用生

态系统服务的同时，自觉地共同行动进一步地去保持、改善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10］。
大凌河流域北票段自清光绪年间开始大范围采煤，当地的采煤业曾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2009 年北票

市被列为国家资源枯竭型转型试点城市［11］，由于社会经济长期依赖资源程度极高的矿山开采业，占用破坏大

量土地，导致山体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露天采坑、井工废弃地、废石渣堆遍布，形成地面塌( 沉) 陷、崩

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原有的地形地貌景观遭到破坏，导致了植被破坏，地表涵养功能退化，水土流失严

重，水质下降，区域生态系统退化，生态服务功能严重下降［12-13］，传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由于缺乏系统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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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和可持续性，保护修复治理的效果不尽理想［14-15］。同时，由于自然资源的枯竭，受自然环境和产业萎缩

的双重影响，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如何在改善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区

域的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地政府和居民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16-17］。因此在大凌河流域北票

段开展以景感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采用景感营造的理念全面实施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对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水体以及流域上中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

理，真正改变治山、治水、护田各自为战的工作格局，对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合理优化第一产业、调整提升第

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着力加快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战略意义。

图 1 研究区范围图

Fig．1 Research area

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择大凌河在北票市境内流域面积为研究区

域，研究区面积 4339．34 km2，具体范围见图 1。大凌河

流域北票段地处辽宁省西部、朝阳市东北部，南临渤海，

北接 内 蒙，地 处 大 凌 河 中 游，120° 16'—121° 22' E，

41°20'—42°30'N 之间。东西最大横距 83．25 km，南北

最大纵距 129．5 km。
研究区总国土面积 4339． 34 km2，其中耕地面积

1118．25 km2，园地面积 181．68 km2，林地面积 1342．56
km2，牧 草 地 面 积 489． 12 km2，城 乡 建 设 用 地 154． 01
km2，交通用地 30．71 km2，水利设施用地 109．23 km2，未

利用土地 913．76 km2( 图 2) 。
研究区内现有 10 处高陡边坡、9 处废弃采坑，城区

周边乡镇治理区内共有 32 处废弃采场、1 处矸石山，占

用损毁土地面积 179．77 hm2，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矿

山地质灾害频发; 大凌河一级支流 2016—2018 年断面

监测水质超标严重，大凌河干流水质部分月份仍然不能标，2015—2018 年各指标均呈上升的趋势，CODCr、氨
氮、总磷浓度较高，甚至超过Ⅴ类限值［16］。研究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1896． 5 k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2．43%。其中: 轻度侵蚀面积 1417．55 km2，中度侵蚀面积 441．22 km2，强度侵蚀面积 34．84 km2，极强度侵蚀

面积 2．75 km2，剧烈侵蚀面积 0．14 km2，在《全国水土保持规划 ( 区划) 》中，属于“国家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18］。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的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值高程模

型数据以及各级行政界限、水系等矢量数据。遥感监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 hppt: / /www．resdc．cn / ) ，空间分辨率为 30 m。
2．2 研究思路

山水林田湖草各生态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托，采用景感营造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必须从系统思路、全局视角、流域系统层面出发，针对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根据相关要素功能联系、

作用关系，统筹考虑各要素保护与修复需求，提出系统性整体解决方案［19-24］。研究区域是典型的山地-平原-

河流-湖泊复合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提供了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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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土地利用图

Fig．2 Land use map of research area

质净化、生物多样性维持、产品供给等多样化的生态系

统服务，而这些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存在着此消彼长

的权衡关系或者相互增益的协同关系。由于人类对不

同生态系统服务不合理的选择利用，导致在增加供给功

能的同时，引起生命共同体其他生态功能的下降，是区

域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25-30］。
本研究以景感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为理论基础，采

用景感营造的理念构建了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生态系统

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框架( 图 3) 。
框架以保持—改善—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设

计了“问题识别—系统治理—自然修复—景感营造”四

维导向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思路。针对大量工矿废弃地、
水土流失严重、水环境污染和村镇环境基础设施落后等

典型生态环境关键问题，开展以流域为单元的山水林田

湖草全生态要素的系统治理，在自然生态系统占主导区

域强调应用“再野化”方法自然修复与野生动物栖息地

生境营造，减小工程量和资金投入，在人类活动密集区

应用景感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开展景感空间营造，优化

景观格局、改善人居环境，通过塑造景感空间，寓情于

景，引导和增强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调动居民自发的

生态保护行为，满足居民的愿景和社会的需要，进而促

进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效果。

从生态安全、生态健康和生态福祉三个方面作为生态保护修复的实施路径，通过历史遗留矿山治理、白石

水库水环境提升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通过大黑山植被恢复、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廊道

建设、环白石水库湿地建设、生物多样性提升，保持生态系统健康; 通过居民的生态意识行为导引，增强公众对

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提升生态福祉的效果。

从技术、制度和资金三个方面保障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实施，营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区域绿色高

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景，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中，形成合

力，加速生态保护与修复进程与效果。最后，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进程中，通过环境物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应

用景感生态学的趋善化模型，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与优化，实现投入与产出效益的双赢，助力资源枯竭型城市

成功转型，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3 大凌河流域北票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景感营造

3．1 大凌河流域北票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景感空间体系构建

本研究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坚持“保护优先、系统

治理、绿色发展”的原则，在系统治理的基础上，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再野化”修复和人类聚集区的景感空间

营造，按照“一中心、二重点、五要素、六工程”组织实施，形成了大凌河流域北票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

修复景感空间体系( 图 4) 。
“一中心”即以聚焦于保持-改善-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为中心; “二重点”即筑牢我国辽西北生态屏障

和保障辽西北和内蒙古东部供水安全;“五要素”即围绕流域内矿山、林草、河道、农田、湖水等生态要素开展

系统治理，协同提升流域清水产流、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质提升、生态廊道连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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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框架

Fig．3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ull-array ecosystems in research area

态系统服务; “六工程”就是在前期治理的基础上，分时间、分步骤、分区域，通过三年的时间，充分考虑资金年

度投入强度、可行性及地方政府的实施能力，优先启动对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工程项目，安排实

施“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水土保持与植被修复工程、生态廊道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重要水源

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面源污染防治与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生态环境物联网与管理支撑建设工程”等 6
方面重点工程项目，推动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保障辽西北、东北平原和京津冀的生态安

全，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3．2 景感营造工程布局与分区

根据“尊重自然、差异治理”的主要原则，按照“因地制宜、重点突出”的规划方法，结合《辽宁省“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北票市环境保护“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北票市城市总体规划》、《白石水库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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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景感空间体系

Fig．4 The landsense cre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research area

境保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现有主要生态保护修复相关规划方案，根据景感空间营造的原则，将研究区

生态保护修复分为“低山丘陵水土保持与林草植被生态修复带、大黑山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区、
高丘台地水源涵养与风沙防治生态修复区、水源地生态保护与面源污染防治区、白石水库水生态修复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5 个主要治理区域，形成“一带、四区”的生态保护修复格局( 图 5、表 1) 。

表 1 研究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分区表

Table 1 Districts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research area

序号
Number

分区
Partition

范围
Range

面积 /km2

Area
占比 /%
Percentage

1 低山丘陵水土保持与林草植被生
态修复带

包括: 龙潭乡、哈尔脑乡、大三家乡、五间房
镇、台吉镇、三宝乡、长皋乡、常河营乡

1364．57 32．8

2 大黑山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生
态修复区

包括: 东官营乡、西官营乡、北四家乡、台吉
营乡、北塔子乡、蒙古营乡、娄家店乡、保国
老镇

1417 34．1

3 高丘台地水源涵养与风沙防治生
态修复区

包括: 泉巨永乡、黑城子镇、马友营蒙古族
乡、小塔子乡

672．66 16．2

4 水源 地 生 态 保 护 与 面 源 污 染 防
治区

包括: 大板镇、上园镇、凉水河蒙古族乡、南
八家子乡

617．2 14．8

5 白石水库水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区

白石水库湖区 86．5 2．1

3．3 景感营造工程实施的生态效益评估

( 1) 生态效益

根据工程量推算，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大凌河流域北票段荒漠化进程得到控制，阻止沙

漠向东侵蚀，严重沙化沙漠占比减少 3%; 受损山体得到全面修复，大黑山国家森林公园受损山体地质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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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研究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分区图

Fig． 5 Districts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research area

理率达到 100%，消除次生地质灾害发生，实现生态资

源价值的“两山转化”。
通过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增加土壤植被蓄水

效果，涵养水源，项目所在乡镇的水土流失将得到有效

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13500 hm2，治理的坡耕地面积

占项目区可治理坡耕地总面积的 72．03%，年均拦蓄天

然降水量在 250 万 m3以上，区域的可利用水资源总量

明显提高。
通过白石水库水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及白石水库

生态缓冲带建设工程，削减入库 COD 4148．62 t /a、氨氮

412．08 t /a、TN 761．31 t /a、TP 123．52 t /a，河滨缓冲带增

加 120 hm2，生态涵养林增加 280 hm2，湿地增加 696
hm2，有效削大凌河流域入库河流的入湖污染量，恢复

流域的优良生态环境，促进白石水库的水质显著改善，

有效发挥白石水库在我国“辽西北供水工程”的关键节

点的生态安全保障功能，以及“东水南调西输”的调蓄

池的生态服务功能，保障内蒙古干旱区的备用水源的生

态安全。
通过大黑山-天鹅湖联络带生态廊道建设，向中心

轴两侧延伸 5 km 范围内进行绿化生态修复治理，利用

规划范围内的荒滩荒地，宜林荒山和稀疏林地进行绿化

造林，规划总生态修复造林面积为 6942．4 hm2，道路绿化带长度约为 50 km，在保障河道“水质安全、行洪安

全、生态安全”的基础上打造一条融安全线、经济线、交通线于一体的“河路生态区”，提高路岸生态建设，促进

项目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2) 社会效益

项目的实施，将直接推动城乡人居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3%以上，乡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5%以上，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到 97%，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2019 年

普及率达到 83%，到 2020 年达到 85%左右，改厕数量达到 3800 个左右。新建村镇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6 座

及配套污水收集管网。新建乡镇垃圾收集站 5 座，设置垃圾收集点 202 处，垃圾热解气化处理站 1 座，人居环

境将更加方便舒适，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大为增加。
通过土地整治修复工程的实施，使得区域土壤理化性质到改善，生态产品供给、保持水土的功能显著提

升，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提高区域基本农田比例，增加可利用土地，为林地、耕占补平衡和工业建设用地

提供后备资源，为区域的绿色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土地资源保障。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群众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性和价值将有更充分的认

识，进一步增强生态责任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重视生态脆弱区的环境承载力，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形成全社会共治、共管、共享的生态文明新格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3) 经济效益

通过生态修复试点工程的实施，可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牧业、清洁能源、数字化产

业、生态旅游、生态水产养殖等绿色产业，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景感生态学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应用，基于生态学、景感生态学和可持续

558514 期 李爽 等: 景感生态学在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实践中的应用———以大凌河流域北票段为例



http: / /www．ecologica．cn

发展理论，结合研究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发展需求，设计了“问题识别—系统治理—自然修复—景感营造”四

维导向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思路，构建了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框架，以保持、改善和

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构建了大凌河流域北票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形成了“一带四区”
的生态安全格局，为大凌河流域北票段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了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顶层设计方案。通过

开展景感空间营造，优化景观格局、改善人居环境，引导和增强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调动居民自发的生态保

护行为，满足居民的愿景和社会的需要，进而促进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效果。
同时需要注意到，在传统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实践中，往往将人类活动默认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扰动而加

以限制和减少，如大量设置级别不高的保护区，即增加了地方政府长期的财政负担又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其结果往往效果有限并制约了区域的发展潜力。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中，建议充分应用景感

生态学理论，通过构建区域居民的共同行为规范，引导并实现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有利影响，进一步提升生

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效果，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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