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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划界分区理论研究进展及问题与策略探讨
吕晓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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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合肥 230009)
摘 要：国家公园资源受到责、权、利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明确边界范围和分
区规划，才可能形成对国家公园范围的国土空间有效用途管制。边界划分是保护地有效的管理工具，但是如何实现
科学有效的划界分区则是管理的难点问题，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阐述岛屿生物地理学、
集合种群、景观生态学 3 种保护地划界分区理论的优劣势，梳理国家公园划界分区存在的问题，探讨以自然资源为
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划界分区所涉及的因素，构建基于“生态边界阈值”为指导原则的划界分区方法，为国家公园
的发展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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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gress，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delimitation
and zoning theory about national park
LYU Xiaoqian, ZHANG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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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national park caus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responsibility, right and benefit
are very complex. The land and space within the scope of national parks can be controlled effectively by defining
the boundary and form spatial planning. How to realize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boundary definition, which is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tool for nature reserve, is difficult in constructing and managing protected area, and it is
also a problem that must be solv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hree types of protective land demarcation zoning of island biogeography, aggregation population
and landscape ecology are expound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marcation of national parks are sorted out ,
and the delimitation of national parks with natural resources as protection objects is discussed. Meanwhile, the
role of ecological impacts induced by scenic spot resources a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on the safe pattern of
protective land ecosystem is discussed, and a national park demarcation zoning method based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boundary threshold" is constructed which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Key words: national park; nature protected; delimitative and zoning; ecological impact
2017 年 9 月，我国颁布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总体方案》，同年十九大明确要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督管理机构，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从 2013 年公布《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提出“建立国家公园”到试点公园运营，多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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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集中于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2-3]，但是做好国
家公园的具体工作需要落实到规划、划界、分区层
面[4-5]。《总体方案》指出要科学规划国家公园的空
间布局，“确保面积可以维持生态系统结构、过程、
功能的完整性”。国家公园资源受到责、权、利等多
种因素的共同作用[6]，产生的问题较为复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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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边界范围、形成空间规划，才可能形成对国家
公园范围的国土空间有效用途管制。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核心是整合和优化中国的
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7-8]，但只有基于科学划界分区
才能理顺管理决策体系。对国家公园而言，明确了
保护地的边界就是明确了利益格局。由于我国在国
家公园总体规划方面的标准还在编制阶段，尚无规
范可依，各试点区在功能分区方面的名称、数量、
利用强度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性[9-11]。目前对于划界
分区方法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亟待加强此方面的
研究。

1

国内外理论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保护地划界分区的基础理论包括岛屿生物地理
学理论、种群集合理论以及景观生态理论。其中，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是最先应用于保护地面积规模
研究的方法，随后的种群理论是在 Levins 研究岛屿
生物地理学理论过程中提出的，着重研究是最小种
群的规模问题，而景观生态学理论是目前最为普遍
应用的一种自然保护区基础理论。
麦克阿瑟（MacAr-thur R H）和威尔逊（Wilson
E D）于 1967 年提出岛屿生物地理学平衡理论，利
用定量的理论模式预测特定条件集合的可能结果说
明岛屿生物群落的平衡点与拓殖和绝灭速度的关
系，首次从动态方面阐述了物种丰富度与面积及隔
离程度之间的关系[12]。此学说认为岛屿的物种丰富
度决定于物种的迁入率和绝灭率，这两个过程的消
长导致了物种丰富度的动态，迁入率和绝灭率与岛
屿的面积及隔离程度有关，即存在面积效应和距离
效应两种效应——绝灭率是随岛屿面积的增加而减
小，迁入率随隔离程度增加而减小[13-14]。但是岛屿
生物地理学理论在物种保护方面应用误区主要是片
面强调保护区面积和距离效应，忽视了气候变化等
产生的环境单一化岛屿物种濒危的作用 [15] 。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热潮之后，岛屿生物地理学
理论的准确性和适应用范畴充满争议，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生态学文章开始
怀疑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真实性，人们开始慢慢
将注意力转向集合种群理论[16]。Levins 于 1969 年
提出了集合种群的概念，他将集合种群定义为“种
群的种群”，也即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各局域种群
的集合，各局域种群通过一定程度的个体迁移成为
整体[17]。无论是在自然环境中还是人工景观中，由
于生境的破碎化物种，物种栖息于这些破碎化的空
间“岛屿”之中，其以集合种群的方式存在[18-19]，

989

而物种的灭绝也往往经历了集合种群的阶段，因此
近年来集合种群成为保护生物学所关注的研究热
点。集合种群研究的核心是将空间看成是由栖息地
斑块构成的网络，探讨这些斑块网络中的各局域种
群间的灭绝与再定殖的动态变化[20]。实际上集合种
群理论与岛屿生物地理理论同根同源，两种理论都
是在探求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问题，
并且都采用了面积-隔离度范式，但是岛屿生物地理
学研究的重点在于栖息地破碎化规模和物种组成结
构隔离的影响以及岛屿上物种的丰富度[21]，而集合
种群动态的概念一直专注于种群之间空间分布的连
接和内部的改变以及具有不稳定局部种群物种的区
域续存条件，避免物种的局部灭绝乃至物种的最后
灭绝[22]。20 世纪 80 年代景观生态学蓬勃兴起，同
时它也为自然保护区理论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和
新方法[23]。在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中，岛屿生物地理
学对景观生态学的最大贡献是它把具有“岛屿”特
征的景观要素的空间特征与物种数量巧妙地用一个
理论公式联系起来，对景观生态学的发展起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2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关注
的是景观生态学的时空尺度和异质性理论和应用，
它可以影响资源、物种或干扰在景观上的流动与传
播，因此对自然保护区景观的功能与过程有重要影
响 [25-26]。自然保护区的景观格局决定着物种、资源
和环境的分布，研究人类干扰对保护区的影响及其
与自然干扰的区别，将对自然保护区景观的管理提
供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3 种理论都是基于保护物种的角度
出发考虑保护地的边界划分依据，探讨的是满足保
护物种可持续存在的栖息地范围，忽视了区域内其
自身的生态属性问题，未能够从整体区域生态安全
格局研究保护物种种群——面积之间的关系，这也
是在研究保护区边界界定和分区管理中需要继续完
善和探讨的内容。保护地划界分区是研究的热点，
国内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如王翠玲等人以湖北神
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该保护区
多年的土地利用数据, 应用层次分析法（AHP 法）
集合种群容量， 分析了神农架保护区自建立以来金
丝猴栖息地面积和破碎化动态格局，论证了神农架
保护区对森林和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保护成效[26]。岳
邦瑞等人通过剖析基于岛屿生物地理学原理开展的
自然保护区规划的经典方法，从生态学基础研究通
往生态规划设计应用的桥梁，提炼生物地理学基础
上“空间导则与空间格局”的导则，为保护地的边
界划分提供新的思路[27]。王志芳等人基于保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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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景观生态学理论，对比了物种视角与景观视角
下的 2 种规划思路，并结合北京市密云区的生境规
划分析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2 种方法的源地分布差
异较大，因此生境规划需有机结合 2 种方法得到源
地与廊道结果[28]。郭子良等人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地

理论
Theory

岛屿生物
地理理论
（1967）

集合种群
理论
（1969）

景观生态
学 理 论
（1933）

2

大

学

学

报

2019 年

理分布格局、岛屿生物地理学和集合种群等相关理
论，综合运用了保护空缺分析，保护优先区评估和
系统保护规划等方法，系统评估了保护地选址和边
界划分的有效性[29]。

表 1 岛屿生物地理理论、集合种群理论和景观生态理论对比分析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among theories of biogeography, metapopulation and landscape ecology
核心内容
优势性
局限性
Core content
Advantage
Limitation
它使物种保护的研究由仅仅通过定性比 它只关注岛屿上物种的数目与面积
较来描述, 转向通过野外模拟实验来验 的关系， 不考虑同一物种内部个体
证物种形成的机制；丰富了生物地理学 的大小和数量，难以反映环境的异
物种迁入率和绝灭率的动态
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促进了人们对生物 质性；没有考虑其他决定岛屿群落
变化决定岛屿上的物种丰富
种多样性地理分布和动态格局的认识和 结构的重要生态学因素， 如竞争、
度。
理解；从群落水平上研究物种的变化规 捕食、 互惠共生和进化等。
律，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可能更具理论
意义。
考虑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以
认为局域种群是同质的，但是真实
及物种内部个体之间的基因交流,因而
的斑块网络在斑块的面积、 质量和
对于濒危物种的保护是更有效的方法论
连接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局部种群之间个体迁移的动 指导；通过空间明确模型将生态过程和
绝对性同质的栖息地是不存在的；
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工具相联合,将
态以及物种的续存条件。
假定系统处于平衡态，只能应用于
计算结果予以空间直观表达，从而加强
斑块数量很多的栖息地网络；当前
了过程模型的预测能力以及运用 GIS
集合种群的生存可能具有欺骗性。
的空间分析功能。
通过研究景观格局对生态过 把空间相互作用的横向生态区的机能相
量化指标众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程的影响，在景观分析、综合 互作用的纵向研究结合为一体；景观结
对于生态功能和生态过程的分析缺
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景观资源 构量化研究，非常重视开发量化景观结
乏科学性；自身的理论有待进一步
合理利用的方案，在生物多样 构的方法，并已采用用户生成的计算机
完善。
程序进行分析。
性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

划界分区理论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研究背景阐述和研究现状分析可以看
出，目前对于国家公园划界分区方法的研究存在以
下不足和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1）已有的研究，保护地的分区方法多数是单
纯从保护对象物种的角度出发，探讨的是以保护对
象生存和发展为基础的功能区划，忽视了保护地自
然生态系统、生态过程和生态影响。分区理论中的
岛屿生物地理理论和集合种群理论，分区方法中的
种群生存力分析法、栖息地分布模型法与最小费用
距离模型分区法，这些基于保护目标物种栖息地面
积与边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保护地环境缺乏相
应的研究。对保护地内在的生态资源属性研究缺乏，
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敏感性、保护对象的食物链
以及行为空间等情况。
（2）国家公园体系为了适应不同国家的特殊国

情而进化成不同形式，其类型特征也不尽相同，但
尚未见构建在对国家公园资源分类情景下的划界分
区方法研究。保护对象是明确的，但是保护对象所
处的保护地资源类型是不同的和多样化的，如具有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特征的国家公园（如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和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目标的国家公园
（如长城国家公园）。只研究其中一种或者几种类型
的国家公园，并不能说明已经全面了掌握了分区方
法，保护地的划界分区方法应依据资源类型而有所
不同。
（3）国家公园是公益性的保护地，并且保护地
内部和周边地区还存在一定数量的社区和居民，在
试点的国家公园中公益性和“加盟的社区”能动性
如何通过分区边界的确定在管理机制中体现还没有
较好的示范。保护地生态游憩影响和居民社区影响
是分区完成后的滞后式反馈机制，景点资源和居民
社区两者经济社会活动所诱发的生态影响对生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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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保护对象所产生的作用是保护与利用矛盾的关
键所在，如何通过划界分区方法的研究寻求合理实
现国家公园管理机制的公益性是保护地必须解决的
问题。
（4）国家公园是以管理目标为分类标准的保护
地类型，分区指标体系应该随着管理目标与保护对
象的不同而变化。划界分区方法指标体系到底对哪
些参数变化比较敏感？需探讨基于资源类型、管理
目标和保护对象独特性的评价指标变量因子。在自
然保护地系中我国国家公园的研究刚起步，而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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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分区理论、方法以及模式并
不适合国家公园。
正是由于国家公园是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它的
可持续性发展需要环境生态系统、自然资源系统和
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机协调作用，而边界的合理划定
又是发挥保护地多重功能的保障。各系统因子之间
的耦合作用使得对它的研究相对于单纯保护某种或
者某一类型目标要复杂的多，这些导致其理论求解
变得异常困难。

图 1 国家公园保护地内的“人地”关系
Figure 1 "Man-land"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 park

3

国家公园划界分区的研究思路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之中，存在着许多
矛盾，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
起决定作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国
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保护与利用之间
的冲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以自然资源为保护对象
的国家公园划界分区方法，其主要矛盾本质上是生
态系统安全格局与生态影响之间对立。既要保护好
自然资源，又要发展社会经济，从而实现国家公园
的可持续性发展，则是否具有能够科学性和实际操
作性的分区理论和方法技术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如
何实现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原则下合理的利用？求解
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顺保护地矛盾冲突的本质——

生态系统的有限供给与经济活动的无限需求，以下
两方面则是需要考虑的重点。
3.1 生态系统安全性与生态影响之间的耦合关系
国家公园始终突出自然生态系统的严格保护、
整体保护和系统保护。因此分区指标首先考虑的是
保护对象和保护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与生态过
程完整性。在自然状况下，各种生态过程维持着一
种相对稳定的耦合关系（这种稳定性是指生态系统
保持正常动态的能力），以此保证着生态系统的相对
稳定，而当外界干扰超过一定限度时，这种耦合关
系将被打破，某些生态过程就会趁机膨胀，导致出
现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划界分区保证生态安全格局的“生态边界”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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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核心是调控生态影响在生态系统安全格局“可
接受的”范围之内。在此过程中一是需要考虑到保
护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敏感性以及旗舰物种栖息
地的适宜性；二是核心保护对象的独特性，不同类
型特征的国家公园只有针对核心保护对象独特性研
究才能实现更好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以“生态短板”
理论探求生态系统安全格局的边界阈值，确保“生
态保护第一”
。
3.2 公益性服务与由景点资源和居民社区经济活
动诱发的生态影响作用机制
将国家公园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其包含
着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为承载体的客体以及由人
类和人类活动构成的主体。作为客体，它指的是保
护地内的野生动植物的基因、物种、种群以及整个
生态系统等客观存在的物质所构成的实体；而主体
则是指保护区内的人类，包括保护区内的居民、旅
游者、科研人员和管理者。从图 1 可以看出，作为
环境承载力的客体，它能够为人类和人类活动提供
其所需要的空间、能量、物质、场地以及美景，而
主体以及主体所进行的活动则会对客体造成一定干
扰和生态影响，这也正是保护地保护与发展的症结
和瓶颈。
划界分区的目的是明确管理权限、兼顾保护与
利用、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冲突。国家公园提供公
益性的活动，景点资源和居民社区经济活动诱发的
生态影响使得生态系统的过程、功能或者自然资源
发生改变，实质是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需
求的无限性与相对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对自然资源
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通过生态影响评估划界
分区的合理性是影响发生之后的反馈机制，是一种
滞后的调控方式。在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下，生态
影响时间、区域、类型和强度对划界分区的制约机
制。如何通过划界分区实现国家公园管理机制的公
益性？分区管理导致不同区域保护与利用的强度不
同从而引发生态影响类型和强度的不同。

4

划界分区的“生态边界”策略

国家公园划界分区管理涉及到各个层面问题，
众多的影响因子使问题纠结在一起很难进行分析、
判断及解决。抓住生态保护与公益性服务主要矛盾
解决关键问题，将问题层次化脉络化，梳理一个清
晰可操作的方法体系。
4.1 “生态短板”边界效应
划界分区如果要平衡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和
谐关系，则需要保证生态系统在绝对安全状态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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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益性的服务。国家公园能在什么时间和区域提
供什么类型和强度的服务，关键在于找到“生态系
统安全的短板”，短板的边界亦可称之为“生态安全
格局的边界阈值”。基于“生态短板效应”对土地单
元集合进行有机划分，使得各个主体的活动都能在
各自相适应的客体区域内从事可以接受的活动，进
而构建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安全格局，最终实现可
持续性发展。短板的限制性因素是依据保护地内土
地生态资源、生态系统的属性和目标物种的生态特
性进行评估，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图 2 国家公园“生态短板”边界图解
The diagram about national park boundary of "ecological short board"

由以上分析可知，国家公园划界分区中生态系
统安全格局“生态边界”规划方法是关于生态系统
安全性、保护对象独特性、景点资源影响性以及居
民社区影响性的空间布局结构，可以表达为：
f (e)  f  e, p  , l , v 

（1）

式（1）中，e 为生态平衡指数，e′为生态系统
安全性指数，p 为保护对象独特性，l 为景点资源诱
发的生态影响指数，v 居民社区生态影响等级性指
数。根据“短板”理论推导出生态安全格局的阈值，
即以生态保护优先的国家公园“生态边界”。基于景
点资源属性和居民社区价值属性评估国家公园区域
内公益性服务价值等级，并依据不同管理目标和保
护对象独特性内涵调整变量因子的评价指标体系，
则可以获得不同情景下分区边界。
4.2 方法与技术流程
为了量化探讨以自然资源为保护对象的国家公
园分区方法和技术，划界分区以生态系统管理为纽
带，以 RS 和 GIS 技术为支撑，探讨以自然资源为
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划界分区的方法。具体过程如
图 3 所示。
（1）根据栖息地分布模型和栖息地适宜性的评
价指标体系对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栖息地适宜性进
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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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家公园边界划分流程
The process of boundary dividing factors of national park

（2）依据生态演替序列和保护地植被现状对生
态系统稳定性进行评估；
（3）建立区域内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采
用多因子叠加评价法和等间距评价法对保护地的生
态系统敏感性进行评估；
（4）通过对旗舰物种栖息地的适宜性、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敏感性叠加分许评估国家公园生态系
统资源属性空间分布格局；
（5）依据实际案例建立针对保护对象独特性的
价值评估因子指标体系，并对案例保护对象空间分
布区域重要性等级进行评估；
（6）基于第 4）和第 5）推导保护地的生态安
全格局的“生态边界”阈值；
（7）模拟景点资源和社区居民经济活动诱发的
生态影响与“生态边界”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生
态影响的空间分布（不同时间、区域、类型和强度）
；
（8）正向推导以景点资源属性和居民社区价值
属性的公益性，评估“公益性服务”空间分布，以
及它们与“生态边界”之间的关系；

（9）通过叠加分析完成针对保护目标特性的动
态划界分区调控规划。
国家公园是守护生态安全文明底线的最有效手
段，也是维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本文阐
述了保护地划界分区的岛屿地理学、集合种群及景
观生态学 3 种基本理论，论述了现有划界分区理论
和方法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研究国家公园生态系
统安全性与由景点资源和居民社区经济活动诱发的
生态影响在划界分区中的关联性关系，探讨基于生
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下建立以自然资源为保护对象的
国家公园划界分区的方法和技术体系，揭示基于资
源类型和保护目标独特性情景下划界分区指标体系
的动态变化，以及通过划界分区协调生态保护与公
益性服务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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