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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研究热点。以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为展开基

础，引入国内外脆弱性研究进展来呈现目前本领域内的总体历程和现状，最后通过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合数

据库和 CNKI 数据库，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目前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研究进展和研究热点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①本领域总体研究势态良好，发文量中发达国家贡献度较大，美国居于首位，中国发文量第 6 但贡献度

较低。②国内外研究热点趋于一致，但在内容上国外倾向于对理论、定义等的深入研究和完善，国内侧重于运

用已有的框架、方法等进行区域性实证研究。③在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中，国外仍侧重于“生态系统”研

究，国内侧重于“社会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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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1.1    社会生态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作为独立系统时就有着复杂的

内涵，他们结合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SESs）更为复杂[1]。社会生态系统

概念是 1993年由 Holling提出，他认为社会生态系

统是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2]，一般被理

解为生态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各要素结合和

互动的集合[3]。目前 SESs的研究尺度主流开始逐渐

微观化，由宏观的国家、联合海域[4]，中观的特定地

形或热门旅游区域[5] 逐渐向较为微观的县域、保护区

等过渡[6]；研究内容主要是将社会生态系统分为脆弱

性、恢复力和适应性三个部分单一或结合研究，各

部分所研究重点有所选择，主要有脆弱性评估、恢

复力评价及提升、适应性循环及治理或将三部分根

据研究区特点进行自我结合，综合研究；而研究框

架是在预设的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建立的，总体可分

为单体研究和脆弱性结合适应性、脆弱性结合恢复

力、恢复力结合可持续性、恢复力结合适应性等。

陈佳结合敏感性和适应力两方面，对秦岭景区社会

生态系统脆弱性进行分析[7]。张钦等学者从社会生态

系统框架的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力三方面入手，

综合评价高寒生态脆弱区在气候变化下的脆弱性[8]。

研究文献特点发现国外研究框架以社会生态系

统耦合居多，例如管理-转型框架、人类-环境系统框

架等，而国内主要研究某个区域的系统评估框架较

多，例如结合 DPSIR模型来研究人类活动、生态压

力到政策响应之间的社会生态系统评估[9-10]，何思源

构建以利益认知为基础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调查

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中各利益相关者地生态系统的

认知等[11]。研究理论主要集中于可持续性生计、生

命周期、生态承载力、效益评价等理论[12-15]；社会生

态系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目前大多采用从其他学科

引用，例如引进统计学、社会学或灾害学等学科的

统计分析方法，再构建自己的模型[16]，最为经典的

引用格式：廖汇, 时卉, 周皖榕, 等. 基于 CiteSpace的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 2023, 44（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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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Holling提出的适应性循环模型，在模型分析中

引入半定量方法，用来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

变过程，并构建指标进行评估[17]；另一大类是在实

地考察的基础上构建相关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指标框

架构建，在此基础上运用不同的方法或模型对社会

生态系统进行量化评价，例如李观凤分维度构建了

敦煌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TOPSIS和 BP神经网络等方法探究该地社会生态系

统恢复力时空演变和干扰因子[18]。

 1.2    脆弱性

“脆弱性”一词起源于拉丁语，其内涵是指遭

受损害的可能性，同时也指对外部扰动因素和压力

的敏感程度。脆弱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中

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该词最早是应用于地理学科

领域，由 Timmerman提出，他认为脆弱性是指系统

在面临灾害发生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程度[19]。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脆弱性开始被运用于生态

学、经济学、灾害学等领域，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

起来，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所以

在不同的领域中其概念又有所差异。Han等学者将脆

弱性定义为暴露度和适应力两者相互影响的结果，

他认为暴露度和适应力两者任意一方都不能单独完

成对脆弱性的解释 [20]。而 2010年 IPCC（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将脆弱性定义为：暴露

性、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是系统脆弱性的三要素[21]。

在对脆弱性概念和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学者

们对脆弱性的实证分析也没有中断过。对于脆弱性

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对脆弱性程度的评价、时空演

变以及影响因素的探析方面[40-42]；评价方法目前可分

为以下五种[22]（见表 1），许多研究也佐证了其有效

性和适用性。

 2    脆弱性国内外研究进展

 2.1    国外脆弱性研究进展

早期脆弱性的研究对象多为自然系统，研究单

一自然体系的脆弱程度。Selvi因植物的灭绝衍生出

对意大利半岛的植被生态系统进行了脆弱性研究[29]。

Polsky研究了气候对不同范围区域的农业脆弱性的

影响和时空演变特征[30]。这一时期中脆弱性在灾害

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人们对于

灾害发生背后的地质学、气候学原因更为关注，很

少会注意到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由于

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了降低承灾体脆弱性对于减轻

灾后损失来说更为行之有效。

随着自然、社会科学不断融合发展，特别是

20世纪最后 1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被确定为“国际减

灾十年”后，脆弱性研究更加深入。在涌现大量关

于灾害脆弱性研究的同时，Cutter提出了综合脆弱性

的概念模型[31]，该模型分为系统内部和外部压力两

方面对脆弱性进行综合研究。Hewitt在其研究中将

脆弱性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充并提出灾害情况受到致

灾因子、脆弱性、干扰条件和人类应对措施四方面

表 1    脆弱性评价方法分类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methods

测量方法
Measurement

method
解释 Interpretation 示例 Example

综合指数法
从表现特征、原因机理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运用数学统
计方法计算脆弱性指数来评价脆弱性的程度大小。较为常
见的层次分析法、加权求和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

南太平洋应用地学委员会 （SOPAC） 采集50个指标测量
环境脆弱性指数, 来反映自然环境容易遭受损害和随之显现
的退化程度[23]。

图层叠置法
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GIS将脆弱性的构成要素图层进行
叠置分析，另一类是对不同扰动因素影响下的脆弱性图层
间的叠置。

郝璐等学者将内蒙古牧区的雪灾孕灾环境敏感级和该区域
的畜牧业承灾体对于雪灾的适应性结合进行叠置分析，得
到该区域畜牧业雪灾的脆弱性空间差异特性[24]。

脆弱性函数
模型评价法

对脆弱性各要素进行定量分析，以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为出
发点建立评价模型。

史培军提出了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定义的脆弱性评估模
型，将广义灾害脆弱性定义为由时空、孕灾环境和承载体
三部分的脆弱性构成, 狭义定义为由经济、人文和政治脆三
部分弱性构成, 并分别给出了相关评估函数模型[25]。

模糊物元
评价法

先选定一个脆弱性最高或最低的参照状态，计算相关区域
与该状态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脆弱性。

邹君等学者运用模糊物元模型对衡阳盆地7个县（市）农业
水资源的脆弱性进行研究[26]。

危险度分析
计算单元内的各变量现状矢量数值与在自然状态下的各变
量矢量数值间的欧氏距离，距离越大认为系统越脆弱[27]。

李莉基于GIS将公里网格作为评价单元,利用土壤流失
USLE方程、海水入侵灾害危险性评价数学模型和生态脆弱
性模型对长兴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壤侵蚀度和海
水入侵潜在危险性进行研究并对该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脆弱
性和空间分布差异进行评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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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该学者认为对减灾理论的研究离不开社会背

景，减灾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重因素，

要充分发挥各方作用，调动人的能动性去应对灾害

影响[32]。这种拓展思想使人们逐渐重视了人类在灾

害中的作用，减灾研究大力朝综合化发展，同时学

者们将脆弱性理论结合从粮食安全领域借鉴而来的

权利缺失理论，逐渐展开了贫困脆弱性研究和可持

续生计理论研究[33-34]。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自然环境与

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加上 20世纪末一定

的研究基础，随之而来开始出现人与自然耦合的脆

弱性研究；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借鉴到人地耦合的脆

弱性研究中，例如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恢复

力机制和灾害脆弱性研究中风险性、暴露性和敏感

性要素探讨人与自然耦合系统脆弱性的特性和评价

等[35-36]。在这种新趋势下，脆弱性研究集中于实例评

价和理论探讨，并逐渐向实证阶段开始演变。

Polsky提出的 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

脆弱性评估框架中，脆弱性被分成暴露度-敏感性-

适应性三部分，成为目前适用范围最广泛的评价框

架 [30]。Acosta-Michlik等学者提出的 ADV框架即

“交互式脆弱性评估框架”在脆弱性评价体系中考

虑到了脆弱性形成的时空演变过程以及更加关注人

类本身的脆弱性，可以更好的体现时空和耦合的概

念[37]。不同的学者也通过社会地理、可持续科学等

不同的视角提出脆弱性分析框架[38-39]，从研究尺度来

看，呈现出由宏观趋于中观和微观，早期脆弱性研

究主要关注全球、整个国家或者整块区域，随着对

脆弱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延伸，以小区域、县级、

社区、乡村等中微尺度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

 2.2    国内脆弱性研究进展

国内脆弱性研究和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且在不

同的研究模型和框架下，研究主流仍然集中在研究

区域生态或者环境脆弱性。张良侠等学者在“暴露

性-敏感性-适应力”框架下结合地理探测器、层次分

析法等方法研究 2000—2015年黄土高原生态脆弱性

的时空演变特点及其主要驱动因素[40]。常溢华等学

者在 SRP模型下选取高程、坡度、景观多样性指数

等 15个指标，结合莫兰指数和 LISA聚类图等方法

对鄱阳县不同地类尺度生态脆弱性进行对比分析，

完成多尺度下的生态脆弱性动态评价[41]。霍童等学

者在 VSD模型框架下建立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

系，用空间叠置分析来计算大运河苏州段的生态脆

弱程度，揭示其时空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42]。张佳

辰等学者以青岛 2009年和 2018年两个节点年的遥

感影像数据为基础，选取分维数倒数、植被覆盖指

数等指标构建生态脆弱性模型并计算景观类型脆弱

性[43]。付刚等学者以 GIS为基础平台，在“敏感-弹

性-压力”的生态脆弱性框架下计算北京市生态脆弱

度、敏感度、弹性度和压力度，由此进行生态脆弱

性评价[44]。这类型的研究可以为降低我国生态环境

脆弱性提供一定的方法支撑和参考，但在对于脆弱

性中社会发展和人类参与的分析过于单薄。

 3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文献现状可视化
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文献分析工具是 CiteSpace软件，

所用软件版本是 5.8.R3.SE。该软件是陈超美博士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与WISE实验室（大连理工大

学）共同开发，拥有制作文献可视化、共被引图谱

等功能的 Java程序，可以据此揭露各学科领域的前

沿动向和热点分布。本文英文文献数据从 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数据库提取，中文文献数据从

CNKI数据库提取。英文以“主题词=vulnerability+

Socio-ecosystem、vulnerability+Socio-ecological system、

vulnerability+Social ecological system”，逻辑词为 or，

限定文献类型为 Article；中文以“主题词=社会生态

系统+脆弱性或者社会生态复合系统+脆弱性”进行

检索，限定文献类型为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共检

索出英文文献 1 427篇、中文文献 106篇（检索时

间：2022年 3月 29日），经过除重处理后中文文献

数量不变，英文文献剩余 1 264篇。

 3.1    发文总量分析

分析图 1可知，关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英

文文献数量较大，且文献出现时间较早，第一篇文

献出现时间为 1991年，各年发文量始终处于动态增

长状态，2021年发文量达到 187篇，为最高值。由

图 2可以看出 2004年我国出现第 1篇主题为社会生

态系统脆弱性的文献，截至 2010年，我国各年发文

量都处于 2篇及以下的状态，2010年开始中文发文

数量开始明显增加，到 2018年发文量达到最高值

18篇。对比分析国内外发文量发现 2009年发文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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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我国 2018年发文量峰值，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社

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研究意识觉醒较早，且对该领

域的研究逐渐加深和重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

我国国内发文量总体处于波动状态，说明我国对该

领域的研究目前处于被动状态，发展势头较为缓

慢。以 Web of science核心集合数据库提取文献为分

析基础，从各国发文总量来看，美国发文最多（发

文量达 461篇，占比达 36.47%），且中介中心性达

到 0.49，说明美国目前在该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研

究成果最具有影响力；而我国发文量为 114篇，占

比 9.02%，发文量第 6，但我国文献的中心性只有

0.02，说明我国虽然发文较多，但创新性不足，研究

还不够深入，研究成果影响力较小。

 3.2    关键词共线图谱对比分析

关键词即为作者对其文章研究内容的高度精炼

总结，相当于一篇文章的窗口。分别对国内外社会

生态脆弱性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频率分析，以便于

了解国内外在生态系统脆弱性领域中的研究热点。

由图 3可知，国外研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字为

vulnerability（脆弱性）、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

management（管理）、adaptation（适应性）、 resili-

ence（弹力）、framework（框架）、impact（影响）

等；由图 4可知，国内研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

字为脆弱性、恢复力、气候变化、可持续性、贫困

山区、农户生计、驱动机制、适应性等。对比分析

可知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趋于一致，但国外

研究热点集中于对于定义、理论和框架等方面的深

入研究和完善探索，再加之国外在社会生态系统领

域中的研究时间领先于我国，国内更侧重基于具体

的区域运用已经出来的框架、模型和理论来进行本

土化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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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外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年发文量折线图
Fig. 1    Line chart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foreign social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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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年发文量折线图
Fig. 2    Line chart of the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on vulnerability of domestic social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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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阶段性热点领域分析

检测突现关键词可以精准的锁定不同时段各领

域的研究热点。本文截取国外前 12位、国内前

18位凸现关键词以便能分析最新阶段国内外的前研

动态（因国外前 12位关键词均出现于 1990年，国

内均出现于 2004年，表内不再列出）。由表 2可

知，2005年开始国外对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研

究开始出现热点区域。除去与检索主题词相关的

“社会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指标”“响应”

突现率最强，均达到 4以上；起止时间分别为

2019—2022年、2017—2020年。整体分析前 12位

突现关键词，发现国外在生态系统领域的研究热点

 

表 2    发文量前 10位的国家
Tab. 2    Top 10 countries in terms of published articles number

序号
Num
ber

发文时间
Time of
published
articles

发文数量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中介中心性
Intermediary
centrality

发文国家
Country of

published articles

1 1998 461 0.49 美国

2 2008 143 0.18 澳大利亚

3 2008 134 0.14 英国

4 2008 118 0.1 德国

5 2007 116 0.06 加拿大

6 2009 114 0.02 中国

7 2010 76 0.05 西班牙

8 2008 69 0.14 法国

9 2008 61 0.08 荷兰

10 2010 59 0.07 瑞典

 

图 3    国外社会生态脆弱性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 3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foreign social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literature keywords 

 

图 4    我国社会生态脆弱性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 4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social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literature keyword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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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从对系统本身的构成、状态等方面的研究转化

到对应对措施、补救策略等响应机制的研究。同时

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研究主要

仍然侧重于对生态的研究，出现的“机构”“响

应”这类社会性关键词也是与生态相对应的措施性

词语，而对于社会系统脆弱这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

热度较低。由表 3可知，除去具体的城市名，突现

率前 5位的关键词是“驱动机制”“障碍因子”

“干旱区”“旅游城市”和“空间探索”，“驱动

机制”和“障碍因子”突现率分别为 2.17、1.55，其

余三个关键词为 1.27；除“驱动机制”起止时间为

2014—2015年外，其余四个关键词均为 2005—2012
年。说明我国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是以分析某

一具体的特色区域为靶点，分析该区域社会生态系

统脆弱性的主要障碍因子和空间演变特征为起点；

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等关键词可发现，我国

热点研究方向逐渐发展为侧重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

“社会系统”脆弱性相关内容。整体纵向分析表 3

可知我国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主要以研究具体

地区的脆弱性成因、状态和问题等并提出优化策略

为主要目的。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相关文

献的脉络分析与数据挖掘，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1）在定量分析中，由于不同学者对社会生态

系统脆弱性的定义解释有所差异，所以就出现在研

究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对象时采用不同的理论框架

和评价方法。目前在研究尺度上逐渐趋于微观化；

研究方法多属于其他学科引进，目前的主流评价方

法有综合指数法、图层叠置法、脆弱性函数模型评

价法、模糊物元评价法和危险度分析五种。在选择

不同的框架和评价方法时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内容自

行选择。

（2）从研究进展来看，国内外脆弱性研究历程

相似但我国发展时间有所滞后。相同的是国内外脆

表 3    国外社会生态脆弱性文献前 12位突现关键词
Tab. 3    Top 12 emerging keywords in foreign social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literature

关键词
Keywords

突现强度
Emergence intensity

起始年
Starting year

骤减年
Reduction year 1991—2022年

多样性
Diversity 3.58 2005 2012

▂▂......▂▂▃▃▃▃▃▃▃▃▂▂▂▂▂

▂▂▂▂▂

社会生态系统
Social ecosystem 4.72 2007 2012

▂▂......▂▂▂▂▃▃▃▃▃▃▂▂▂▂▂

▂▂▂▂▂

生态系统
Ecosystem 4.06 2009 2014

▂▂......▂▂▂▂▂▂▃▃▃▃▃▃▂▂▂

▂▂▂▂▂

未来
Future 3.39 2009 2014

▂▂......▂▂▂▂▂▂▃▃▃▃▃▃▂▂▂

▂▂▂▂▂

机构
Organization 3.33 2009 2012

▂▂......▂▂▂▂▂▂▃▃▃▃▂▂▂▂▂

▂▂▂▂▂

珊瑚礁
Coral reef 3.57 2011 2014

▂▂......▂▂▂▂▂▂▂▂▃▃▃▃▂▂▂

▂▂▂▂▂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3.3 2011 2016

▂▂......▂▂▂▂▂▂▂▂▃▃▃▃▃▃▂

▂▂▂▂▂

河流
River 3.28 2015 2018

▂▂......▂▂▂▂▂▂▂▂▂▂▂▂▃▃▃

▃▂▂▂▂

响应
Response 4.11 2017 2020

▂▂......▂▂▂▂▂▂▂▂▂▂▂▂▂▂▃

▃▃▃▂▂

小规模渔业
Small-scale fishery 3.44 2017 2020

▂▂......▂▂▂▂▂▂▂▂▂▂▂▂▂▂▃

▃▃▃▂▂

指标
Indicator 4.25 2019 2022

▂▂......▂▂▂▂▂▂▂▂▂▂▂▂▂▂▂

▂▃▃▃▃

指数
Index 3.99 2019 20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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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性研究都是由研究自然系统的单一脆弱性逐渐发

展为研究人与自然系统耦合的脆弱性研究，不同的

是我国脆弱性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研究趋势与国外

趋于一致但目前仍是以研究区域生态脆弱性为主

流，对于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内部联系和人

类活动参与的分析较为单薄。

（3）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总体研究势态良好，

国外研究在本领域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发文量中

发达国家贡献较大，其中美国居于首位，影响力较

大；虽然我国发文量较多，位于第 6，但被引频次较

低，成果国际影响力较小。未来我国在社会生态系

统研究中需要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研究深度，由此

提高我国相关成果的国际影响力。

（4）从研究热点来看，国内外文献中高频关键

词重合度较高，说明研究热点趋于一致。但国外倾

向于对于定义、理论和框架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完

善探索，国内更侧重基于具体的区域运用已经出来

的框架、模型和理论来进行本土化实证分析。具体

分析阶段性热点，可知在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

中，目前国外研究侧重点仍在“生态系统”，但内

容已从对系统本身的构成、状态等方面的研究转化

到应对措施、补救策略等响应机制的研究；而国内

侧重于“社会系统”的研究，主要以研究某一区域

的脆弱性成因、程度和驱动因素等并提出优化策略

为主要目的。说明我国在进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时

关注自身状况，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基础上

进行研究分析，但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我国需要打

开更广泛的领域，创新思路和方法，促进我国社会

生态脆弱性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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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基于 CiteSpace 的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

Vulnerability of Social Ecosystem Based on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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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Tourism,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Urumqi 830000,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shihui_129@163.com

Abstract　 The  vulnerability  of  social  eco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research  hotspo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vulnerability at home
and abroad was introduced to present the overall history and status quo in this field. Finally,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hotspots  of  social  ecosystem  vulnerability  were  analyzed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rough  th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In general, the overall research situation in
this  field  was  in  good  condi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contributing  a  lot  i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ranking first, and China ranking sixth but with a lower contribution. ② The research hotspots at home and
abroad  tended  to  be  the  same,  but  in  terms  of  content,  foreign  countries  tended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of  theories,  definitions,  etc.,  while  domestic  focused  on  reg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by  using  existing
frameworks and  methods.  ③ In  the  research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foreign  countries  still
focused on “ecosystem” research, while domestic focused on “social syste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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