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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生态系统是由一个或多个社会和生态子系统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耦合系统。理解社会与生态子
系统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对于实现有效、可持续的环境治理至关重要。社会-生态网络方法是网络理论在社会-生态交互作用
研究中应用与发展的产物，在定量刻画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分析系统动态变化、推动系统适应性治理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应用潜
力。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的社会-生态网络研究，首先从网络的类型、构建模式、分析方法 3 个方面介绍社会-生态网络方法，
并阐述其在资源管理、社会-生态匹配、社会-生态适应性治理领域中的应用，探讨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在研究社会-生态交互作用
中的优势和挑战，最后提出未来社会-生态网络研究的重点方向，即社会-生态网络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社会-生态网络结构与功
能关系。研究旨在深化网络分析可用于描述人—自然关系的认识，为社会-生态系统的网络研究提供实践指导，以期促进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在我国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 社会-生态网络； 人地关系； 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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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s composed of social subsystem and ecological subsystem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whos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ocial subsystem or ecological subsystem alon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s therefore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non-stability and nonlinearity． At present，dynamic evolutions
and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content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research． Achieving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quir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interdependencies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However，the complexity，mutual feedback loops and other nonlinear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ecological dependence，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adigms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conceptualize and understand human-nature interactions in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graph theory，statistical theory，computer technology，etc．，network thinking has gradually been practically applied in
analyz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system．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method has been born as a product of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heory in the study of socio-ecological interaction，which has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quantitatively descripting the system structure，analyzing the system dynamic changes，and promoting adaptive govern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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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ystematize existing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studies and introduce the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methods in terms of the
type of network，building mode and analysis method． Then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method' s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social-ecological fit，social-ecological adaptability governances． By
discussing the advantage and challenge of the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method in the research of social-ecological
interaction，we believe that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into a network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ecological dependence and insight into the behavior of the system． However，currently，the lack of
generally recognized social-ecological interaction theory，insufficient practical application cases and researches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etc．，still hind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methods．
Finally，we put forward two important direction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research in the
future，that is，to introduce mathematical or physics methods to study the dynamic change process of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and to use more case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The paper aimed at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that network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research，to promote a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ap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method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tudies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ecological network；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ocio-ecological fit
［1］
地球进入“人类世”，自然过程逐渐受到人类行为的主导和控制 ，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复杂 。 生态系统
［2-6］

和社会系统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以复杂和动态的方式相互作用 ，形成交互联系的社会-生态系统

。 生态和

社会（ 子） 系统的动态过程及交互联系将对更大尺度的社会 -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也会改变
子系统及其组分。因此，理解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生态依赖关系对于制定有效的资源管理策略、增
［3，
7-9］

强系统弹性、解决生态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10］

相互反馈循环等非线性动态特征
性、

。 但是，社会-生态依赖关系的复杂性、滞后性、弹

以及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在社会 -生态系统下对人地相互作用

进行概念化非常困难，因此亟需发展新的方法将社会和生态放在同一平台 ，对社会-生态系统核心组分及其之
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
运用网络思想对复杂系统的组织模式与动态交互关系进行定性表达最早起源于我国传统哲学文化 。 所
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万事万物以不同大小、等级的网络进行组织，“天、地、人 ”三才统一构成宇宙整体，
［11］
并时刻处于“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动态演变中 。随着现代图论和统计理论的发展，网络思想在分析系统

内部关系中逐步得到实际应用，网络分析方法成为理解和分析系统内部关系格局 （ 即拓扑 ） 以及格局与系统
［12］

特征关联的有力工具

。关系结构的网络分析在社会学和生态学领域均已有广泛的应用［13-14］。 在社会学领

域，网络常用来研究社会实体（ 个体行为人或集体行为人 ） 之间的非物质 （ 信息、建议等 ） 和物质 （ 农副产品 ）
［15-17］

流关系

。在生态学领域，网络则用于分析城市生态系统［18］ 或景观区域中各生物及非生物组分之间的相

［19-20］

互依赖关系
［21-22］

生） 等

，网络中的联系通常用来描述营养关系 （ 捕食 ） 和非营养关系 （ 物种的迁移，竞争，互利共

。
［23-24］

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的数据类型和计算方法的出现 ，复杂网络研究得以快速发展

，网络思想在跨学

［25-27］

科研究领域中广泛传播，网络分析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于研究社会与生态之间的交互关系
［28］

络的概念逐渐被引入到自然资源治理

［29］

、生物物种保护

［30］

、农业政策制定

。 社会-生态网

等研究领域，来探索资源使用
［31］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行为人间的协作与资源管理效果间的关系等 。 网络成为推进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
［32］

和弹性研究

，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评估［33］的有效路径。

基于此，本文综述了社会-生态系统背景下，概念化和分析社会-生态关系的网络研究，从网络类型、构建
模式、分析方法 3 个方面阐述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如何概念化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依赖关系，并梳理此类研究
在资源管理、匹配问题和社会生态适应性治理中的应用 ，最后通过论述社会-生态网络研究的优势与挑战，提
出社会-生态网络方法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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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网络方法

1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假设社会-生态系统可以被模拟成社会-生态网络，通过对系统中社会与生态的相互依
［34］

赖关系进行网络化，采用网络术语来描述社会-生态系统的特征

。 社会-生态网络中的实体称为节点，他们

之间的关系称为边。通常来说，社会-生态网络的构建有 3 个步骤： （ 1） 定义特定研究的社会生态依赖，（ 2） 定
［35］

义社会和生态节点，（ 3） 定义联系

。根据 Bodin 等观点［34］，每一个社会-生态网络同时包含了一系列的社会

和生态 / 生物物理实体（ 节点） 以及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链接或边） 。根据所研究现象的不同，节点和链接的
选择各异。社会节点可以是个体资源获取者 、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机构等非实体行为人。 生态节点可能是生
物物理环境特定组件（ 如特定物种或空间分离的栖息地斑块 ） ，也可代表聚合生物物理形式或现象 （ 例如富营
养化、气候变化等）

［36］

。链接代表节点之间存在的生物物理联系 、行为、合作关系等。 依据该观点，社会-生态

网络中的节点可分为两类，即社会节点和生态节点； 社会-生态网络中的联系按照与其相连的节点的类型进行
划分，而不是联系本身的性质，可分为社会-社会联系、社会-生态联系、生态-生态联系三类； 网络中社会节点与
生态节点之间的连边仅代表跨越人与自然的联系 。
1．1

网络类型
从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与生态的相互依赖特征出发 ，根据社会和生态组分及关系的集合程度归类已有

的社会-生态网络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网络，如图 1 所示。

图1
Fig．1

基于社会生态集成水平的社会-生态系统网络研究分类

A typology of network studies analysing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s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based on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and / or ecological realm
EE： 生态-生态连边 Ecological-ecological edge； SS： 社会-社会连边 Social-social edge； SE： 社 会-生 态连 边 Social-ecological edge； SN： 社会节点
Social node； EN： 生态节点 Ecological node

第一类网络主要考虑一种类型的节点和一种类型的联系 ，即社会节点和社会联系，或者生态节点和生态
［37-39］

联系。该类型网络多为自然资源管理或者社会 -生态系统背景下的社会网络或生态网络
［40］

络多是将参与资源使用或治理的社会行为人及其之间的联系进行概念化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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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者等行为人，社会联系则多为他们之间的信息共享

41 卷

、知识交换［42］、协作［43］ 等行为。 生态网络的

概念化则多针对生物或非生物组分的生态过程 ，既有对食物网（ 营养链接 ） 的研究，聚焦捕鱼业对海洋食物网
［44］

的影响

，也有分析关键种的意义或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45-46］。

第二类网络综合考虑社会节点和生态节点以及两种类型的联系 （ 社会-社会联系和社会-生态联系，或者
生态-生态联系和社会-生态联系） 。这类网络中，虽然某一领域的单个节点与另一领域的相互作用被概念化 ，
但是该领域内节点之间的联系未考虑 。这种类型网络的概念化中，社会节点可能代表社会行为人，也可以代
表社会组织； 生态节点可以是不同鱼类，也可以是水系、景观等。在资源管理中，这种网络类型可用来研究资
［47］

源和制度之间的关系

，或研究渔民的捕捞行为对食物网动态的影响［48］。

第三类网络综合考虑两种类型的节点和三种类型的联系 。这类网络的研究聚焦景观管理背景下的人—
［49］

自然关系的网络概念化，例如林地斑块

、植被群落［50］、城市绿地空间［51］、流域［25］ 等，来反映被不同人类主

体所管理的生态节点之间的关系 。此外，也有以渔业为目标，研究渔民 （ 作为社会节点 ） 通过协作从生态系统
（ 食物网） 中获取鱼类的行为［52-53］。
已有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概念化成网络的方式很多 ，部分学者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组分之间关系的性质
进行社会-生态系统的网络概念化，社会-生态网络可分成单层网络 （ 单一的链接 ） ，多层网络 （ 多层级的链
［54］
接） ，复合网络（ 多种类型的链接 ） 。每一种类型的网络并无好坏之分，针对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社会生态依

赖关系，可选择适当的网络类型。
1．2

网络构建模式
已有的社会生态依赖关系研究中 ，对于社会-生态网络的构建一般基于景观和系统两种模式 （ 表 1） 。
表1
Table 1

网络类型 网络构建模式
Network type Network mode 节点类型
Node type
类型 1
Type Ⅰ

类型 2
Type Ⅱ

类型 3
Type Ⅲ

各类社会-生态网络研究案例分析方法

Exemplary means of analysi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network studies
网络特征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节点描述
Node definition

连边类型
Edge type

连边描述
Edge definition

网络分析方法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主要研究内容
Key contents

系统模式

SN

个体渔民、企业管理
者、政府官员等

SS

各社会节点之间的信息共享
行为

描述性方法

社会网络结构对鲨鱼误补量
的影响［40］

景观模式

EN

城市绿地景观斑块

EE

河网、生态廊道等

描述性方法

城市 景 观 破 碎 化 与 绿 网
优化［55］

系统模式

SN，
EN

捕 鱼 者、买 鱼 者
（ SN ） ，鱼 的 种 类
（ EN）

SS，
SE

买鱼者与捕鱼者间的交易关
系（ SS） ，买鱼者间或捕鱼者
间存在的关于价格商定、购买
承诺等关系（ SS）

描述性方法

小尺度买鱼者对鱼交易网络
变化的适应能力［56］

景观模式

SN，
EN

水库 （ 文 中 将 其 作
为钓鱼者的替代指
标，作为 SN）

SS，
SE

钓鱼者在水库间的移动
（ SS） ，钓鱼者将入侵物种带
入水库中（ SE）

描述性方法

耦合社会和生态模型评估水
生入侵物种的“传染”［57］

景观模式

SN，
EN

城市湖泊（ EN） 的不
同管理组织（ SN）

SS，
EE，
SE

管理组织为改进湖泊管理而
进行的合作 （ SS） ，湖泊之间
的水系连接 （ EE） ，管理组织
管理湖泊（ SE）

统计 模 拟 方 法
（ 指数随机图）

城市 景 观 的 社 会 生 态
匹配［58］

系统模式

SN，
EN

使用不同捕鱼工具
的渔民 （ SN） ，捕 鱼
工具捕到的不同种
类的鱼（ EN）

SS，
EE，
SE

渔民之间关于捕捞工具等信
息的交换与合作 （ SS） ，各种 统 计 模 拟 （ 多
类鱼之间的营养关系 （ EE） ， 层 指 数 随 机
捕捞工具捕获特定鱼的种类 图）
（ SE）

社会 生 态 匹 配 的 生 态
效应［52］

景观模式

SN，
EN

社会代理 （ SN） ，景
观生态斑块（ EN）

SS，
EE，
SE

社会代理之间的政策和信息
联系（ SS） ，斑块之间的地理
距离（ EE） ，社会代理管理生
态斑块（ SE）

生态 干 扰 和 管 理 政 策 在 社
会-生态网络中的传播［50］

计算机网络
模拟

EE： 生态-生态连边 Ecological-ecological edge； SS： 社会-社会连边 Social-social edge； SE： 社会-生态连边 Social-ecological edge； SN： 社会节点 Social node； EN： 生态节
点 Ecological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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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模式通常从景观的视角出发 ，考虑社会-生态关系的空间特征。 例如，在城市或者牧区背景下，动物
［59-62］

通过生态廊道或者栖息地之间的连通度进行迁移
［63］

生态学中景观廊道

，反映生态系统间的空间依赖性。 也有研究采用景观
［55，
64］

的概念，建立生态-生态间的空间关系

。

不同于景观模式，系统模式不必根植于地理空间，只需要基于对真实世界或对生物物理过程的理解 ，将其
概念化或抽象化为社会和生态的实体以及联系 。例如，Ekstrom 等使用社会-生态网络描绘了一个耦合人类驱
［65］

动的理论海岸社会-生态系统

。基于营养关系的生态网络［66］、海洋渔业网络的构建多基于系统模式 。

网络分析方法

1．3

（ 1） 描述性方法。这种方法是分析社会-生态网络的基本方法。通过计算网络的密度、连通度，节点的权
［67］

重、介数等指数，或对网络进行社团划分、模块化分析
［25］

意义

，描述社会-生态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分析其所代表的

。这种描述性方法在三种类型的社会 -生态网络分析中均很常见。

（ 2） 统计模拟方法。社会-生态网络研究中对统计模拟方法的使用大多基于社会生态构建块理论 。2012
［35］

年，Bodin 等

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是一组基于行为人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否相同 ，行为
［68］

人之间是否有合作，以及资源之间是否有联系 3 个原则确立的基本构建块

，每个构建块代表一个由两个社

会行为人和两种生态资源组成的简化的社会 -生态系统 （ 图 2） 。 该框架假定社会-生态系统可以被模拟成一
个社会-生态网络，而每个社会-生态网络都可以看成是若干个某一种或者几种基本构建块的组合 。 这些小的
“社会-生态网络”明确地代表了社会与生态的相互依赖关系 。比起直接分析巨大复杂的社会-生态网络结构，
框架主张着眼于这些小的构建块 。对构建块进行统计分析通常基于一定的假设 ，例如稳定结构的构建块 （ 图
2） 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通过从社会-生态网络中提取两个社会节点和两个生态节点之间所有可能的组合 ，量
［69-71］

化网络中不同类型构建块出现的频率 ，来揭示相关的治理问题与挑战

。 这种方法大多应用在第三种类
［72］

型的社会-生态网络中，多结合社会网络科学中的随机模拟方法———指数随机图法
［73］

络的整体拓扑特征。近年来，随机图方法发展出多层指数随机图模型
［49，
75-76］

多层级社会-生态网络的时空动态带来巨大潜力

图2
Fig．2

。

常见的社会-生态系统基本构建块类型
Common social-ecological building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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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计算机网络模拟。该分析方法通过去除或干扰网络中的某些节点［50］，模拟自底向上或自上向下的干
扰传播过程，并观察其对临近节点和整个网络的影响 ，以此来测试系统的稳定性。 也可通过识别网络断开点
［77］

或观察（ 预测） 网络组件间联系的变化，洞察社会-生态系统行为

。

社会-生态网络应用研究

2

社会-生态网络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社会与生态相互作用的工具 ，目前在自然资源管理、社会-生态匹配
和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
2．1

资源管理与物种保护
资源管理和物种保护因涉及社会行为人之间 、生态单元之间、以及社会行为人与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而

形成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网络方法通过将系统中的社会生态依赖关系进行网络化，深入理解社
［78］

会-生态系统内的依赖关系，探索资源管理效果与网络的关系

，为优化资源管理奠定基础。 例如在渔业资

源的管理中，Sayle 和 Baggio 在使用网络方法研究河口流域社会 -生态系统时，发现环境问题严重的河口区域，
［79］

渔民间的合作密度和强度往往较弱

。Barnes 等研究了大尺度的渔民信息共享网络与鲨鱼误捕量之间的关

系，发现社会关系与捕鱼者直接作用于海洋生态系统的行为联系紧密 ，认为加强渔民之间的沟通能够降低鲨
［40］

鱼误补 量

。 Lubell 等 通 过 构 建 社 会-生 态 网 络 来 研 究 社 会 政 策 网 络 对 于 入 侵 物 种 管 理 的 影 响［80］。

Yletyinen 等构建了渔业社会-生态网络，通过分析网络的社团结构和构建块频率 ，来评估捕鱼策略的多样化如
［81］

何影响渔民对未来生态系统变化的适应能力
2．2

。

匹配问题
在社会-生态匹配问题的研究中，社会-生态网络方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定

量研究社会-生态匹配与环境治理效果的关系 。资源管理的经验证据表明，环境治理成效有赖于行为人之间
［82］

的相互作用格局与生态连通度格局之间的匹配程度
［83-84］

程的匹配有助于降低干扰和系统功能的失效

。 社会-生态系统中跨越生态和社会组分的结构和过

。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为定量化研究社会-生态匹配与环境

治理效果的关系提供了有力工具 。 在珊瑚礁海域捕鱼的案例中，Barnes 等使用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定量化研
［52］

究了社会生态匹配度与珊瑚礁生态质量的关系 ，发现渔民之间合作捕捞有利于海洋环境质量的好转

； 湖泊

［58］

基层管理的社会-生态网络与湖泊生态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基层行为人合作有利于湖泊环境的保护

；在

我国黑河流域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中，Zhang 等使用社会-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研究流域中自然系统和社会经
济管理系统之间的动态网络关联 ，发现黑河流域管理局成立后，促进了中下游流域管理网络与自然生态网络
［85-86］

的结构匹配，进而带来流域生态环境的好转

。

二是评估 社 会-生 态 系 统 中 的 不 匹 配 程 度。 社 会-生 态 不 匹 配 给 入 侵 物 种 管 理、野 火 防 治 等 带 来 挑
［87-88］

战

。Bergsten 等［89］使用社会-生态网络和指数随机图方法诊断了城市地区土地管理和湿地生态连通度之

间的不匹配问题，并评估了不匹配的程度。Hamilton 等结合野火传播网络和治理网络，研究了野火风险管理
［90］

网络中促成和阻止匹配的因素
2．3

。

适应性治理
社会-生态系统是典型且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社会和生态间多尺度、嵌套性的相互依赖关系造成了适应性
［91-92］

治理问题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在适应性治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研究个体（ 节点） 行为对适应性治理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适应性网络关注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和
个体动态的关系，适应性网络的研究对社会生态转型治理至关重要。 社会-生态网络研究被用于分析可持续
转型的网络结构特征，评估代理组织在自适应网络中扮演的角色 。例如，在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治理网络中 ，有
［51］

学者探讨了网络中的个体如何改变网络结构 ，进而影响生态系统治理
［93］

研究治理网络中的知识交换、信息流动和影响传递

。 部分学者使用社会-生态网络方法

，以此识别治理网络中的关键组织［94］，或研究桥联组织
［95］

对海洋系统保护治理结果以及海洋保护策略和需求适应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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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二是探究社会合作网络结构对社会 -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成效的影响
［97］

间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格局影响渔业资源协同治理的集体行动

。 在社区尺度上，资源使用者之

。 在区域尺度上，Hirschi 研究了不同部门和

管理层级的行为人构成的合作网络 ，发现其结构特征（ 聚集性、碎片化和灵活度 ） 会影响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
［98］

展

。王宁馨使用社会-生态网络方法研究了兰州市公园管理的耦合模式［99］。

三是进行适应性治理系统的动态变化研究 。sterblom 等分析了由行为人、社会网络、组织、制度共同构
成的适应性治理网络的变化，分析和描述了社会生态适应性治理系统结构与功能和区域海洋渔业社会生态结
［100］

果的关系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在适应性治理中的应用为如何通过调节社会 -生态系统治理结构来实现持

续保障人类福祉提供了理论依据 。
3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的优势与挑战
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多尺度性、嵌套性等特征决定了对其系统的解构和理解极具挑战 ，将社会-生态

系统概化成网络为理解社会-生态依赖关系、洞悉系统行为提供了有效途径。 相较于其他方法，社会-生态网
络方法在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有以下几点优势 ： （ 1）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将社会和生态放在同一平台 ，提供了
跨学科的共同的语言方法和模型 ； （ 2）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可以捕捉到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和生态实体
以及他们之间的重要关系，明确解释可能对社会-生态系统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相互依赖关系 ； （ 3） 社会-生态
网络可以将不同主体、不同联系、不同空间尺度的依赖关系纳入网络中 ，解决社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跨尺度
的问题，且构建的社会-生态网络可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有助于研究社会-生态系统行为的演化规律。 尽管
如此，社会-生态网络方法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并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该方法是将社会-生态系统描述为节
点和链接，这种描述方式必须由与研究目标相关的基本假设和理论驱动 。生态网络研究多基于生态学的基本
理论，社会网络研究则多基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但是对于社会-生态网络研究，目前尚未有普遍认可的社会生态相互作用理论，这阻碍了进一步发展模型、进行网络动力学模拟。其次，尽管资源管理案例和素材极为丰
富，但使用社会-生态网络方法进行分析的案例研究明显不足 ，且已有研究主要是测量和描述社会与生态间的
相互依赖，对于社会与生态相互作用机制的探讨较少 ，检验网络与社会-生态结果间因果关系假设的经验案例
研究也明显不足。此外，社会-生态网络可以在两个方向上与社会生态结果产生因果关系 ，一方面网络格局影
响社会生态结果，另一方面网络本身作为因变量，其结构特征 （ 即节点和链接的模式 ） ，也可视为由潜在社会
［34］

生态过程（ 自变量） 留下的可观察静态变量。 但当前的案例研究对因果假设方向性的探讨非常薄弱

。因

此，社会-生态网络方法的经验应用很难超越个别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并形成理论 ，且社会-生态依赖关系的实
证调查很难与格局是如何产生并如何导致特定社会生态结果的真正关联起来 。
4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的发展方向
社会-生态网络方法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 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生态网

络在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应用，充分发挥其优势，未来可从以下两方面开展工作。
4．1

社会-生态网络动态过程
［101］

动态演化与互馈机制是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内容
［102］

适应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理解系统演变过程与机制是实现社会-生态

。已有的社会-生态网络研究虽已建立了以网络结构为基本骨架 ，社会和

生态节点为基本单元，以节点之间的关系为基本运行机制的社会 -生态网络，但也仅仅停留在对节点间相互作
用结构的刻画上，缺乏对社会-生态相互作用动力过程的捕捉。 网络动力过程就是在“外部刺激 ”或“内部消
息”触发下，网络中各节点自身信息状态发生改变 （ 消息的传播、能量的流动 ） ，或者节点间连边关系 （ 反映在
网络拓扑结构图上） 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网络发生明显或者不明显的“质变”，这种改变可能是随机的，也可以
是在某种规则约束下发生的，符合某种物理过程。未来社会生态网络研究要对更多的案例进行不同时空的静
态网络结构的刻画，并揭示网络结构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 ，分析网络结构变化可能的原因和机理。 可引入数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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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者物理学的方法，建立相应的网络动力学模型，模拟和预测系统组分（ 网络节点 ） 及其关系 （ 联系的数量、
链接的方式） 变化对系统行为的影响，进而揭示社会-生态系统演变机制。
4．2

社会-生态网络结构与功能关系
社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不仅能够为解决环境治理难题 ，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而且有助于建立合理的数学或物理网络动力学模型 ，帮助揭示社会-生态系统的互馈机制。 目前，社会-生态
依赖的网络化研究虽然促进了对网络结构与系统功能间因果关系的探讨 ，但因果关系并未得到真正的验证，
这个问题也仍是现有文献中的薄弱环节 。 未来社会-生态网络结构与系统功能关系的研究可从 3 个方面加
强： 一是大量收集不同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数据 ，对基本的因果过程进行全面的理论研究 ，形成因果关系类型
库； 二是增强社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间因果假设的推理和验证，可通过单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过程及
效应分析，或通过不同案例的比较研究，建立和发展一般性的结论； 三是进一步整合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关键问
题，
比如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研究 。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需要将社会-生态网络结构与功能联系起来。 同
时，结构与功能关系可以提供一个桥梁 ，帮助阐明生态系统管理的益处，指导生态系统服务政策和实践。
5

总结
理解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和生态组分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对于制定长期管理策略以维持系统功能至

关重要。社会-生态网络方法是运用网络理论实现复杂关系定量化研究的分析方法 ，是社会-生态系统研究在
方法论上的创新与突破。社会-生态网络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法 ，因其在概念化复杂系统、描述系统组分间关
系及其变化等方面的优势，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社会生
态匹配和适应性治理等领域。虽然社会-生态网络研究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期 ，理论尚不完善，但未来在研究
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揭示系统过程与机制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和应用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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