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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研究进展
张晋东，郭桢杉，陈瑞，李玉杰 *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摘要：远程耦合系统（远距离人类‑自然耦合系统之间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可持续发展研究最新的理
论与实践工具，可在多层次时空尺度上研究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问题。随着全球化不断增强，偏远保护区与外界
（如城市）的联系愈加紧密，形成多种远程耦合系统。目前，针对人与自然耦合关系的研究集中在保护区内，而关于
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的模式与机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先前开展的保护区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和远程
耦合系统研究进行分析，从远程耦合系统理论框架、我国保护区主要远程耦合系统类型及自然干扰下保护区远程耦
合系统的动态变化 3 个方面介绍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研究进展。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的内涵、
类型与动态特征，以促进其理论发展，并针对基于远程耦合系统框架上的保护区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应
用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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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elecoupling Systems in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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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lecoupling system（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s over distances）is an emerg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which can help study the sustainability of both human societi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t multilevel spatiotemporal scales.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even rural protected areas are

more closely and frequently linked to the rest of world（e. g.，cities）and play a role in multiple telecoupling systems. How‑
ever，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coupled human‑natural interactions within isolated protected areas，while
the complex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telecoupling in protected areas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Here，we introduce the

telecoup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progress in the protected areas from theoretical framework，Chinese main types and the tele‑
coupling dynamics under natural disturbances based on analysis of previous studies. We aim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connotation，types，and dynamitic characteristics of telecoupling in the protected area，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elecou‑
pling theory. We also propose research prospects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elecoupling on sustainable studies related to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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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远程耦合系统框架概述
人类‑自然耦合系统（coupled human and natu‑

ral systems，CHANS）是人类与自然界要素组成的

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联系人类与自然系统的模
式和过程，强调相互作用和反馈，理解各尺度内及
尺度间的相互作用（如大尺度上的现象是局部多
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影响局部系统），是
一 个 有 嵌 套 层 次 的 实 体 概 念（Liu et al.，2007a，
2007b），在这个系统中，人类与自然超越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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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框架体系来解释和说明社会经济和外部环境
跨越空间尺度的相互作用，有助于研究人员和管
理者分析远距离的社会经 济 和 环 境 因 素 之 间 的
关 系（Liu et al.，2007a，2007b）。远程耦合系统由
CHANS、流、代理、原因和影响 5 个相互作用的部分
组成（Liu et al.，2013）。流是系统之间物质、能源

或信息的流动，可以是单向，也可以是双向，不同
系统之间通过物质、信息、能量的流动建立联系，
根据流动的方向，CHANS 可以分为发送（起源）、接

收（目的地或接收者）和外溢系统（对发送和接收

相互影响（Pickett et al.，2005），从而形成了相互作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和/或被发送和接收

大多发生在局部地区，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增加、

括自主决策的实体，可以是单一或者一群人、动

用的复杂网络。过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的系统）
（图 1）。代理包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更多地发

物、组织或公司等，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阻碍

生在区域、洲际和全球尺度，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日

流，从而能够在系统间产生、维护、加强、削弱或解

趋严重，人类‑自然耦合关系的复杂性也日渐增强，

除远程耦合。原因是指导致不同系统（发送、接

导致 CHANS 变化的规模、程度和速度都是空前的

收、外溢系统）间产生或改变远程耦合联系的经

辅助解决日益复杂的相关问题（Liu et al.，2013）。

程耦合对各 CHANS 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的后果

及更多远距离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作

同的方式出现，而且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

用，它 将 每 个 区 域 都 看 成 是 人 类 与 自 然 在 区

上出现（Liu et al.，2013）。远程耦合框架明确考虑

（Liu et al.，2007a），因此需要使用远程耦合框架来

济、政治、技术、环境和文化等因素。影响是指远

远程耦合系统是 CHANS 的自然延伸，指 2 个

或作用。影响可能在发送、接受或外溢系统中以不

域 、时 间 、空 间 尺 度 上 持 续 相 互 作 用 的 CHANS

（Liu et al.，2007a，2007b，2013，2015a，2015b，
2016a；Alberti et al.，2011）。该系统提供了一种明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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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个系统之间的反馈，反馈是远程耦合的重要特
性，能帮助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评估发送、接收、外溢
系统中反馈的存在及其有效性（Liu et al.，
2013）。

图 1 远程连接，全球化和远程耦合的定义（左）与远程耦合系统框架体系（右）
（源自 Liu et al., 2013）
Definitions of teleconnections, globalization, and telecouplings (left) and telecoupling framework system (right)
(from Liu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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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提出以来，远程耦合系统理论得到

心区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相

了重视，并被成功地应用于一系列重要的生态与

互 作 用 最 强 烈 的 地 区 之 一 ，是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环境问题研究中，展现了其在研究和保护工作方面

CHANS（Liu et al.，2001；Dudley & Stolton，2010）。

的巨大潜力，
如生态补偿（Yang et al.，
2011），
远距离

保护区中受保护的珍稀物种（如大熊猫 Ailuropoda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评 估 与 管 理（Liu et al.，2013；

melanoleuca 等）或生态系统（如森林、湿地等）是自

2018），生物保护（Carter et al.，2014；Tonini & Liu，

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会利用保护区内的自然

（Karen & Anette，2014；Sun et al.，2015；Yao et al.，

系 统 的 相 互 作 用 ，形 成 CHANS（Liu et al.，1999，

资、全球土地使用（Karen & Anette，2014），城市水

使位于偏远地区的保护区也与外界（如城市）的联

Deines et al.，2016；Fu et al.，2017；Schröter et al.，

然系统，保护区内及周边的社区居民为人类系统，

2017；Wang & Wang，2017），食 品 和 林 产 品 贸 易

资源（如柴薪收集、放牧等），从而产生自然与人类

2018；Zimmerer et al.，2018），全 球 土 地 变 化 和 投

2013）。随着全球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即

资源的可持续性（Deines et al.，2016），水资源调控

系愈加紧密且频繁。保护区内的 CHANS 与区外的

2016），渔 业（Carlson et al. ，2017），物 种 入 侵

型的远程耦合系统（Liu et al.，2015a），并对保护区

统为可持续发展科学及应用（如生物多样性保护、

区远程耦合系统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其动态特征，

生物入侵控制、土地和水资源利用）提供了独特的

及其对保护区内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挑战和难得的机会（Liu et al.，2013）。作为一个理

2. 2

论框架，远程耦合系统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更

远程耦合框架理论的核心是关注远距离人类

广泛的分析方法，它具有语言和逻辑一致性、系统

与自然耦合系统之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相互作

性，对研究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了解不同远距离

用（Liu et al.，2013；马恩朴等，2020），因此，保护区

（Liu et al.，2016b），碳 排 放（Schierhorn et al.，
（Hulina et al.，2017）等的分析与处理。远程耦合系

系统相互作用，互为发送与接收系统，形成不同类
内 CHANS 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目前针对保护

保护区的主要远程耦合过程

的交互作用特征具有指导性，从而找到方法实现

作为典型的具有资源利用与保护双重目标的区

从区域到全球水平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

域，区内的局部 CHANS 与区外通过人员、资金、物

展。远程耦合系统体系是一个新兴的理论和实践

质、信息等流密切关联，形成多种远程耦合过程。

探索，受数据及多学科交叉等因素的限制，其理论

现就我国保护区内最常见、发展特征最明显、可预

体系的构建和实践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研

见性也最强的几类远程耦合过程介绍如下：

究 存 在 大 量 空 白（Liu et al.，2013；马 恩 朴 等 ，

生态旅游远程耦合过程：即通过人（如游客）

2020）。尽管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是远程耦合系

和资金流相联系的，以保护区为接受系统、游客所

统应用的重要领域，但是针对具有经济发展与资

在城市（或国家）为发送系统、旅游相关产业（如户

源 保 护 的 保 护 区 管 理 ，其 研 究 尚 处 于 起 步 阶 段

外装备店）为外溢系统的远程耦合过程。产生该

（Liu et al.，2015a，2015b；Zhang et al.，2018）。

2
2. 1

保护区主要远程耦合系统
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概述

远程耦合关系的首要原因是生态旅游一直被视为
解决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也与政府的
政策、社区居民发展和保护区自然资源密切相关。
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一方面给保护区带来经

保护区是为应对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和生

济收益，客观上减少居民对自然资源（如土地、森

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参照相关法律建立的以保护

林资源等）的利用及对珍稀野生动物（如大熊猫

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地质构造等自然综合体的核

等）的干扰等（Liu et al.，2012）；另一方面，生态旅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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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Liu et al.，2016a）。

基础设施建设（如灾后重建等）形成的远程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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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冉 江 洪 等 ，2003a ，2003b ；Hull et al.，2014；
Liu，2017；Zhang et al.，2017）。

信息交流远程耦合过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我国政府着力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保护区与

合过程：即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资金流、材料、

外界的信息交流明显增加，特别是一些有大熊猫、

技术等将保护区（接收系统）与外面的政府或市场

川金丝猴 Rhinopithecus roxellana 等明星物种的自

（发送系统或外溢系统）联系起来，形成以当地政

然保护区，通过多种媒体形式传播信息，例如，卧

府、居民、建筑公司等为代理的远程耦合过程，而

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大熊猫保护与研究的文

政策、市场、灾后重建等都可能是影响保护区基础

章和新闻报道等形式闻名于世，将 保 护 区 与 世 界

设施建设的主要原因。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能

各 地 的 读 者 联 系 起 来 ，国 际 与 国 内 的 民 众 与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如道路的修建）、创造工作机

NGO 给 予 保 护 区 更 多 的 关 注 与 支 持 ，尤 其 是 在

会、促进发送与外溢系统（如钢筋等）相关行业的
发展等；另一方面，也会对各系统的自然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Liu et al.，2016a）。

劳动力迁移远程耦合过程：即在偏远保护区，

“5·12”汶川地震后，大量的救灾物资和捐款流向
保护区（Liu et al.，2015a，2015b）。

除以上的保护区远程耦合过程之外，保护区

内外还有保护政策补贴、大熊猫租借等多种远程

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形成以保护区为发

耦合过程，对保护区内外的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

送系统，区外市场或城市为接收系统的远程耦合

均有极其重要影响（Liu et al.，2015a）。

过程，发送与接收系统之间通过劳动力（人）和资
金流联系，外出打工人员和区外的公司等为代理，
保护区内就业机会少、收入低，城市吸引力强都可

3 自然干扰（地震）下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
的动态变化

能是形成劳动力迁移的原因。劳动力迁移减少了

地震等大型自然干扰能直接破坏环境甚至毁

对保护区当地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的消耗与区

灭人类与自然系统（Dilley et al.，2005）。我国西南

内就业的压力，同时也减少了阻碍保护区生物多

山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集中分布了

样性保护的人为干扰压力（Chen et al.，2012）。

大量保护区，也是地震等自然干扰频发的区域（四

合过程：保护区多位于生活贫困、交通不发达的偏

山系发生了一系列地震，严重破坏了保护区局部

畜牧养殖与交易和农产品种植与贸易远程耦

远地区，当地居民长期依赖自然资源，为增加家庭
收入，许多保护区形成了通过物（如农业、畜牧业
产品等）和资金流相联系的，以保护区为发送系

川省林业厅，2015）。近年来，在邛崃山系和岷山

区 域 的 人 类 和 自 然 系 统（张 晋 东 等 ，2008；
Zhang et al.，2011，2017，2018；张 晋 东 ，2017），同

时，自然干扰也对保护区内外各远程耦合系统产

统、区外城市/市场为接受（或外溢）系统的农业与

生显著影响，加之政策的实施与居民行为响应等因

畜牧业产品贸易远程耦合过程，其中保护区居民、

素，导致各种远程耦合系统与其主要成分处于动态

相 关 消 费 者 等 为 代 理（Liu et al.，2015a，2016a；

变化，进而对保护区内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产生新

能提高居民经济收入、促进相关产业（如生产资

政策的实施）、大型自然干扰（如地震）后的保护区

Viña & Liu，2017）。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一方面

的影响（Zhang et al.，2017）。清楚了解人类干扰（如

料）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居民扩大种植/养殖

远程耦合动态特征、预见变化的远程耦合系统对维

规模，加大对保护区自然资源（如土地、森林资源）

系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至关重要。

的利用，对生态系统及珍稀野生动物产生负面影
476

例如，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作为替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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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诸多保护区实施（Liu et al.，2012，2016），然而

与机制，及这些变化的远程耦合系统对保护区可

地震及次生灾害破坏了连接保护区的道路和基础

持续发展（即人类‑自然系统和谐发展）的影响尚未

旅游设施，阻碍了人员流（游客和投资者）、物质流

开展实证与量化研究。

（资金和旅游设施）的流动，作为主要代理的游客
和投资者减少，甚至消失，导致地震后很长时间，
一些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停滞，降低了保护区内社

4

研究展望
保护区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双重任

区在生态旅游方面的收入（Liu et al.，2015a；Zhang

务，与联合国 2030 年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多

的主要产业，泥石流、滑坡等导致连通保护区与外

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

et al.，2018）。在许多保护区，农业仍然是当地社区

面的道路被毁坏，时令蔬菜和水果不能及时运输
出去，对保护区内社区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保护
区发生大型自然灾害（如地震、飓风等）后，各级政
府（中央、省市和地方）及 NGO 会投入巨大的资金

个目标密切相关，如：目标 1~6（无贫穷、零饥饿、良
卫生设施）和目标 12~15（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

候行动、水生生物和陆生生物）
（Dudley & Stolton，
2010；United Nations，2021）。随着科技进步、经济

全球化及城市化进程，保护区通过“人口流”
“ 物质

进行灾后重建，新增加的物质流不仅直接促进受

流”
“ 资金流”
“ 能量流”和“信息流”建立起越来越

灾地区的基础设施恢复，也增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

多的远程耦合系统（Liu et al.，2015a；Zhang et al.，

机会，例如“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广东省揭阳市、

2018），远程耦合系统框架的提出，尤其是元耦合

潮州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卧龙国家级自然

框架、近远程耦合等理论的创新补充（方创琳等，

保护区内投入资金和技术针对居民新居、医院、学

2016；方创琳，任宇飞，2017；Liu，2017），为保护区

校、道路、中华大熊猫苑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远距离社会经济与环境的作用关系及影响提供了

心进行了重建工作，同时也投入资金和人力开展植

研究方案与工具。基于远程耦合系统框架和理论

被恢复工程，对保护区人类福祉和生态环境恢复都

在保护区开展了系列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的研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Zhang et al.，
2018）。然而，

究，然而与远程耦合在其他领域应用类似，主要是

随着基础设施重建完成、道路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

利用经验数据并套用远程耦合系统框架来解释远

下，当地居民不得不尝试其他生计模式，例如，更多

距离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之间的环境与社会经济

社区居民到城市打工，居民在保护区内开始放养更

作用的现象，缺乏探索从现象到本质的机理研究

多家畜。远程耦合变化对保护区内人类与自然系

（马恩朴等，2020；孙晶等，2020）。结合保护区的

统也会产生影响，如劳动力外迁会降低保护区内直

性质和任务与远程耦合理论框架和工具，定量与

接采集自然资源的强度，即更少的当地居民参与放

定性地研究保护区远距离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间

牧、打猎和采药等活动，能够降低人类对保护区生

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发生机制并丰富实

态环境的利用压力（Chen et al.，2012）。而更多的

证研究，为制定保护区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政

牲畜进入保护区，对保护区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其栖

策提供具体、可操作性的科学依据应该是保护区

息地则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Hull et al.，2014；

远程耦合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

Liu，
2017；
Xu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7）。

面开展研究：

总结以上案例研究可见，目前有关保护区远

基于远程耦合框架和工具开展保护区基础生

程耦合动态研究处于静态特征的描述阶段，而大

态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在远程耦合系统框架理

型自然干扰后保护区内外主要远程耦合系统的产

论提出时，将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领域中的一些

生、消失、增强或减弱等动态特征变化及驱动过程

基础科学问题（例如物种入侵、扩散和动物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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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主要研究方向（Liu et al.，2013），近年来有零

星研究关注物种迁徙过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Hulina et al.，2017；Lopez‑Hoffman et al.，2017；
Bagstad et al.，2019），侧重于对社会经济影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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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用中，丰富新兴的远程耦合系统理论的量化
实 证 研 究 ，填 补 远 程 耦 合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 知 识
空白。
运用反馈机制开展保护区政策的评估研究。

鲜有针对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等自然系统量化的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保护区位于相对贫困的区域，

实证研究。随着远程耦合系统理论的不断丰富，

例如我国保护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偏远山区，保护

基于 Web 的 Telecoupling Toolbox、Telecoupling Geo‑

区内部或周边仍有居民的生产生活与自然资源保

et al.，2018；马恩朴等，2020），可以为保护区物种扩

重要（韩念勇，2000；Wittemyer et al.，2008）。反馈

廊道的建设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和工具，例如，基

框架明确考虑了反馈，有助于管理者和科研人员

于通道（如迁徙路径）、节点（栖息地斑块）构建关键

评 估 发 送 、接 收 和 外 溢 系 统 中 的 反 馈 效 应（Liu

保护物种的移动网络结构模型，为珍稀野生动物生

et al.，2015a），进而在更全面的空间维度上与更长

App 等分析工具的出现（Tonini et al.，2017；McCord

护之间存在矛盾，保护区的管理与发展政策尤为

散、迁徙，栖息地破碎化后的物种迁移与保护，生态

是维持系统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机制，远程耦合

态廊道建设与小种群保护提供新的研究保护途径。
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动态特征与机制研究。
由于受人类（如保护与发展政策实施与调整、生计

的时间尺度上评估政策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应，
引导制定可持续性的政策（马恩朴等，2020）。在

相关保护与发展政策制定并实施后，应持续监测

模式的变更）与自然干扰（如地震、飓风、火灾、病

政策的正负反馈效应，例如，在天保工程与退耕还

毒传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保护区内外远程耦

林工程实施后，有些当地政府制定了鼓励居民饲

合系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过程当中，然而，目前关

养家畜的生计模式，随之导致了更大程度利用自

于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的研究尚处于静态特征描

然资源，对保护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构成更严重

述阶段，有必要基于长期监测数据研究保护区远

的威胁（Zhang et al.，2017；王晓等，2018）。因此，

程耦合系统的动态特征，各个远程耦合系统的相

在制定相关保护与发展政策时应考虑负反馈机

互作用，并分析远程耦合系统的变化对区内可持

制，否则可能有环境恶化或返贫情况发生，甚至在

续发展的影响。例如，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邛

局 部 区 域 落 入 到 社 会‑生 态 陷 阱 当 中（Cumming，

崃山系与岷山山系的保护区内人类与自然系统受
到严重干扰，保护区内外远程耦合系统受地震破
坏、灾后重建、保护与发展政策调整等多方面因素
影响发生变化，需要针对受影响的一个或多个保
护区，在利用生物学、生态学、CHANS 和远程耦合

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社会经济学和生态学
等多学科工具，开展长期保护区内人类与自然耦
合系统、远程耦合系统动态变化量化的实证研究，
以期揭示地震后保护区远程耦合系统的动态变化
原因、机制、相互作用及发展趋势，为制定恢复过
程中的保护区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科
学依据。同时尝试建立典型的区域示范点，将研究
结果与管理经验推广到全球其他保护区（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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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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