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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生态学诞生于 １９ 世纪后半叶， 是研究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自德国生
物学家恩斯特· 海克尔于 １８６６ 年提出 “生态学” 这一概念之后， 历经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 生态
学已经成为自然科学中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学科。 生态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
４ 个时期： 萌芽时期 （公元 １６ 世纪以前）， 学科概念建立时期 （公元 １７ 世纪至 １９ 世纪末） ，
学科体系形成时期 （２０ 世纪初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以及现代生态学时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
始）。

目前， 生态学已经创立了自己独立研究的理论主体， 即从生物个体与接触环境的直接相互
关系到不同生物组织层级与各层次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 其研究方法经过现象描述—定性实验
—定量关系三个过程。 后来， 随着系统论、 控制论、 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 进一步促进
了生态学理论的发展。 生态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 需要利用地质学、 地理学、 气象学、 土壤
学、 化学、 物理学等各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知识把生物群落和其生活的环境作为一个互相间不断
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整体来研究。 未来的环境受到人类的深刻影响， ２１ 世纪的生态学，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更加紧密地关注人类社会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不断突破其初始时期以生物
为中心的学科界限， 更重视解决当前人与自然关系， 在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近年来， 生物多样性、 全球气候变化、 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的研究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而急迫的领域， 而分子生态学、 化学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等
由于研究手段的发展， 逐步成为生态学的重要分支。
二、学科内涵

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 重点探讨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生
物对环境的适应以及两者协同进化的规律。 学科的核心理论是， 自然界中的任何生物间及其生
物的集合体间与其周围环境存在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协同进化的关系并形成结构和功能相协
调的各类生态体系。 目前， 生态学仍处于新理论不断创建和发展中， 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稳定性理论、 复合种群理论、 物质多级与循环利用理论等都对本学科乃至相关学科具有指导作
用。 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具有进化观、 整体观、 系统观、 层次观的显著特点。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三大类： 一是原地观测， 指在自然界原生境对生物与环境关系
进行考察。 包括野外考察、 定位长期观测和原地实验等不同方法。 二是受控实验， 在模拟自然
生态系统的受控生态实验系统中研究单项或多项因子相互作用， 及其对种群或群落影响的方法
技术。 三是生态学的综合方法， 指对原地观测或受控生态系统实验的大量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
归纳分析， 表达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的种种相互关系， 反映客观生态规律性的方法技术。 生态系
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其显著特征， 因此该方法成为生态学研究中备受重视的方法。 现代生



态学在研究层次、 研究手段和研究范围上都和传统生态学有了极大的进步， 在研究的层次上，
同时向宏观和微观两极深入发展； 在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上， 采用先进的仪器和丰富的研究手段
可谓是日新月异； 在研究领域和应用的范围上， 正从揭示和协调各种生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扩大到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各个领域。
三、学科范围

生态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生态科学、 生态工程、 生态管理 ３ 个学科方向。
1．生态科学　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对象， 探索环境 （无机及有机环境） 与生物相互联系和

相互作用基本规律的科学。 （１） 分子生态学： 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 分
子生态学使生态学由传统个体以上层次的宏观研究得以在生物和种群的分子生物学构成的微观

层次上检验和揭示生态学的机制和规律。 （２） 个体生态学： 主要研究个体生物在形态、 生理、
生活、 行为等方面与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主动适应的规律。 （３） 种群生态学： 主要研究生
物种群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 种内种间关系及其调节过程， 种群对特定环境的适应对策
及其基本特征等规律。 （４） 群落生态学： 研究生物群落的组成、 结构、 功能、 动态、 类型与
分布， 同一地区不同群落生物的多样性， 以及群落中不同物种之间的协同、 制约等相互作用关
系。 （５） 生态系统生态学： 开展陆地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 水域生态系统等自然生态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 特别是以物质流、 能量流、 信息流为基础的内部相互关系与整体演变规律。
（６） 景观生态学： 以区域景观生态系统整体优化为基本目标， 通过研究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
以及人类活动与景观的相互作用， 建立区域景观生态系统优化利用的空间结构和模式， 使廊
道、 斑块、 基质等景观要素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合理， 使信息流、 物质流与能量流畅通， 并具
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且适于人类居住。 （７） 全球生态学： 研究全球尺度上的生物与环境相互
关系， 主要研究包括温室气体增加、 全球氮循环、 臭氧层变化、 全球气温升高、 海平面上升、
土地覆盖变化、 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等为特征的全球变化与生物及人类活动的总体
关系。

2．生态工程　生态工程是指以受到人类干扰、 驯化、 操控与设计的生态系统为对象， 应
用物质循环原理、 能量传递原理、 系统论和控制论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
功能调整和目标控制的学科。 （１） 保护生物学： 研究生物多样性的起源、 分布格局与维持机
制， 人为干扰下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变化机制与规律， 以及利用这些规律开展生物多样性保育的
对策等。 （２） 环境生态学： 研究人类对环境施加影响后生态体系结构与功能发生的变化， 引
起一系列连锁变化有关的机理和规律， 这些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效应， 为避免有害干扰、 优化调
控措施提供理论与技术基础。 （３） 产业生态学： 研究工业、 农业、 服务业等一、 二、 三产业
系统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协调， 借用自然生态规律把产业体系作为一个生态体系研究其中的代谢
过程、 生态效率、 生产效率、 产品生命周期、 产业效益、 产业评价， 并开展面向环境的产业政
策和技术设计。 （４） 恢复生态学： 主要研究受损生态恢复的原理、 途径和技术， 探讨生态系
统稳定性、 多样性等特征对受损和恢复的影响， 研究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结构优化设计
和修复工程的实施技术。 （５） 污染生态学： 研究污染物在生态系统内迁移、 转化和滞留过程
及其机理， 揭示其对生命系统的危害， 开展相关风险评价， 探讨防治对策。

3．生态管理　生态管理以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 结合哲学、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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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经济学、 管理科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探讨从制度、 立法、 经济、 伦理、 文
化等角度对复合系统开展优化管理，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１） 生态规划：
研究目标区域中生态要素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适宜度， 识别不同的生态功能区划， 开展合理的
土地利用布局， 构思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 提出实现规划目标的支撑条件和配套措施。 （２）
生态经济学： 是生态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主要研究生态系统能物流与经济系统资金流与价
值流的关系， 研究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类资源和服务的经济价值， 研究利用经济手段就人类对生
态环境干扰破坏、 恢复重建、 保护保育的行为进行有效调控。 （３） 社会生态学： 是社会学与
生态学的交叉学科， 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 制度、 文化、 行为对自然生态体系的影响， 包括合
理指导自然生态管理活动， 保护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合理使用自然资源， 对影响自
然生态与生态平衡的重大活动进行科学决策， 以及人们保护自然生态与物种多样性的道德品质
与道德责任等。 并且借用自然生态规律优化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促进协调社会与自
然的可持续发展。
四、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生态科学、 生态工程、 生态管理的专业人才， 培养基础扎实， 具有生态学学科
视野， 能够从事生态科学、 生态工程和生态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

1．硕士学位　培养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生态学专业需要的专业人才。 了解生态
学的理论与技术发展的基本态势； 具有生态学专业素养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基本具备独立
从事本专业教学、 科研、 技术研发以及咨询与管理工作的能力。

2．博士学位　培养能熟练掌握生态学理论、 研究方法和技术， 熟悉本学科专门领域的发
展动态； 具有能独立从事与生态学相关的研究能力和学科视野， 以及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创新能
力； 能胜任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生态学教学、 科研或高层管理工作。
五、相关学科

生物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农业资源与环境、 植物保护、 地质学、 大气科学、 经济学、 社
会学、 城乡规划学。
六、编写成员

杨持、 骆世明、 吴文良、 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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