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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科鸟类群落的空间生态位和种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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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椿学院 杭州临安 3II 300) 

摘要 本文应用空间生态位理论，分析了浙江太公山常绿落叶针阔混交林鹭类繁殖季节 

的群落结构。鹭粪群落 由池鹭 Ardeola bacchus、白鹭 EgreHa garzet~a、夜鹭 Nycticorax 

nycticorax、牛背鹭Bubulcus ibis组成。根据鹭类的水平分布、垂直分布、栖位分布的生志位 

宽度值，采用 Schoener(1968),~态位重叠、Cody(1974)“总和 ”的方珐制作了群落矩阵表和 

树权状图。讨论了鹭粪群落对空间的利用及种问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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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鸟类群落研究始于 80年代初期，在群落结构方面有较多报道，鸟类群落结构 

与植被之间的关系也有报道 (朱曦，1988 a)。在生态位方面，高颖等 (1987)根据天童 

山常绿阏叶林中 13种鸟类的栖位分布频率进行了鸟类群落结构的空间生态位分析，划分 

了群落中的集群 (guilds)类型，并从鸟类的空间分布讨论了群落矩阵的意义。但从空间 

巢位来分析鹭科鸟类群落结构、分布类型、种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鹭是湿地生态系统重要生物种类之一。以往，浙江鹭类的研究在分类区系、生物学、 

生态学方面有过一些报道 (朱曦，1988b，l988c，1994a，1994b，1996)，但未进行鹭类 

群落结构的研究。研究鹭科鸟类群蒋的空间生态位，对于处理好资源量、生态位重叠导致 

的竞争，物种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调节湿地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以及 

对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和管理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l 研究地点和方法 

1．1 调查地点的自然概况 

太公山地处浙江中部金衙盆地(28。59 N；l18。50 E)，相对高度 30111，面积 3hm 。 

主要植被为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枫香 L~qaidambar tawaniana、香樟 Cinnamamam cam一 

ora、苦槠 Castanopsis sclero ytla、麻栎 Quercus acutissima、青冈栎 Cyclobalanopsis gta一 

“cⅡ、冬青 flex cMnensis等组成的常绿落叶针阔混交林。林下灌木有性木 Loropetalam chine— 

I1se，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紫藤 Wisteria smens~、映山红 Rh— 

ododendrOn simsii等。马尾松、枫香为优势树种。林区植被覆盖均匀茂密，覆盖度 75％一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体会赍助项目、浙江省教委赍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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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数据收集 根据 山坡朝向、坡度、海拔高度、植被等因素，在林内从山脚至山顶用皮 

尺随机选取 9块 (10 in×10 m)样方，样方总面积占整个林地面积的 3％。逐个调查记录每块 

样方内的树木种类、高度，鹭种类、巢数、巢离地高度、相邻巢之间最短距离，筑巢树木种 

类、高度、数量以及鹭在林内的分布和混群情况。 

每天于 4：3o一一7：30和 16：30--19：00在林外山坡选择制高点，定点统计鹭鸟出飞和晚归的 

数量、飞行方向 觅食地点。白天在林内调查鹭类群落的分布和活动。 1994年 4__6月定点研 

究 6o天，1995年 4～5月又进行了 28天的补充调查，同时还调查 了同地区相邻龙游县、衢县 

2个鹭类群落。 

1．2．2 数据处理 栖息地生境 中植物群落用重要值 (importance value)作为综合指标，以相 

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优势度之和来涮算，其中 

相对密度c％ =葡名 ×-ou 

相对额度c％ 一丽甭 馨嵩 ×-00 

相对优势度c％ =面磊 誓震 x-00 
组成鹭类种群的个体在其生活空间中的位置状态和布局，采用统计样方结果中的方差／ 

平均数 ( ／m)来判断。 ／m=0：均匀分布； ／m=1；随机分布； ／m明显 >1为成 

群分布。其 中： 
m= 盘／N 

S2= 

一  

厶 Ⅳ 

式中∑为总和；x为样本中含有的鸟类只数； 

率)；N为样本总教。 

．v一 1 

f为出现频率 (含有不同个体数样本的出现频 

群落中2个物种利用相同等级资源而相互重叠的程度按 Sehoener(1968)的公式： 

口 (D)一l一{∑IP 一P I 
‘ 一 i 

式中只 和只 分别是种x和种 Y在第i项资源中的出现数目占各自个体总数的比例。 )的 

值域 0(没有重叠)到 1(完垒重叠)。 

物种利用资源的多样性按下式计算： 
一

∑PilnP 

H ‘ 

( = 一InⅣ】 

式中P 是某种鹭在第 i项资源中出现的数目占个体总数的比例；N为每个资源序列的总单位 

数。 

鸟类群落物种多样性 (肿 采用 Shannon-wiener指数公式，并以 Pielou(1966)介绍的公 

式计算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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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 中每一种对，在 3个维度上的生态位重叠值按 Cody(1974)的“总和 ”公式加以综 

合： h1
． J
+ ．，+ ．J 

其中‰．，为每一种对在水平分布维度上的生态位重叠值I Ctvi
．j
为种对在垂直高度上的生态位重 

叠值} ．，为种对在栖位维度上的生态位重叠值。所得数据制成群落矩阵和树权状图。 

2 结果 

2．1 群落的组成 

在林 内栖息 繁殖 的鹭类 有池鹭 Ardeola bacchus、 白鹭 Egretta garzetta、夜鹭 

Nycticorax nycticorax和牛背鹭 Bubulcus ibis 4种。1994年鹭类 7300只，每种鹭的数量 

与密度分别为：池鹭 4100只，1 366．7只 ／hm ；白鹭 1900只，633．3只 ／hm ；夜鹭 

1100只，366．7只 ／hm }牛背鹭 200只，66．7只／hm 。1995年鹭类 7920只，密度为 

2640只／hm 。池鹭为优势种。 

4种鹭栖息繁殖在乔木树冠层，因此，以乔木作为生境指标。在 9个样方中共有乔木 

107株，主要树种重要值列于表 1。 

表 1 太公山针阔混交林主要树种的重要值 

Table 1 Important values of main trees in Taigongshan Hill 

马尾松、枫香为优势树种。主要乔木高度为枫香 13．74m、马尾松 12．16m、香樟 

l1．97m、冬青 l1．09m、麻栎 8．00m、苦槠 8．00m。 

3种主要乔木马尾松、枫香、香樟上都有鹭类筑巢。9个样方内鹭类鸟巢的分布状况 

见表 2。 

表 2 太公山鹭类的鸟巢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nests of Ardeidae birds in Taigongshan Hnl 

2．2 鹭类种群的分布型 

根据太公山 4种鹭在林内的分布，运用检验其成群性标准的 ／Ⅲ来划分鹭类的分 

布型，结果列干表 3。4种鹭均为成群分布。池鹭大多分布林内东侧、西南侧，为单独成 

群。据 51株池鹭筑巢树调查，1树 1巢的有 43株，占筑巢树总数的 84．314％。池鹭筑巢 

树中马尾松占 36．585％、枫香 34．146％、香樟 14．634％，其余巢分布在麻栎、冬青等树 

上。白鹭、夜鹭、牛背鹭在林内成群较为分散，有夜鹭和白鹭，夜鹭和牛背鹭，夜鹭、白 

鹭和牛背鹭 3种同树筑巢形式。该 3种鹭的巢在筑巢树上的位置，一般以白鹭为最高，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动 物 学 研 究 l9卷 

鹭和牛背鹭巢居树冠中、下位。但如同树筑巢的鹭中，夜鹭或牛背鹭的巢多于自鹭，则夜 

鹭巢也居于上位。 

表 3 太公山 4种譬的分布型和水平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al types and horizontal distdb叫 On of four egrets In Taigongshan Hill 

样斛 号 7 8 9 ／ 分布型 

2-3 鹭类的垂直分布 

4种鹭在林内乔木层筑巢高度不同，因而在群落内形成明显的垂直分布 (表 4)。 

表4 太公山4种譬的垂直分布 

Table 4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如Ilf egrets in Taigongshan Hill 

在 8—1Om鹭类最集 中，约占总数的 45 205％，这是由于优势种池鹭在这一高度出 

现的机率较大所引起的。 

2．4 鹭类种群之间关系 

鹭类种群之间在垂直高度、水平分布、栖位分布 3个维度上的关系，利用群落中每一 

物种繁殖对之间生态位重叠 (niche overlap)来确定。根据 Schoener(1968)提出的计算公 

式及 Cody(1974)的“总和 加以综合，结果列表 5、6，并按“总和 ”群落矩阵画出鹭类 

群落树权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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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太公山4种蕾之阃生态位重叠位 

Table 5 The niche overlap among fnI_r egrets in Taigongshun Hill 

表 6 “总和 ”群落矩阵表 
T k 6 Communitymatrixforfour 

egrets in Taigongshan Hill 

池 鹭 白 鹭 夜 鹭 牛背葺 

￡ 

～ ⋯ ⋯  

A “̂ 

图 I 太公山鹭类群落树权状图 

Fig I Dendrogram of ecological rdations 

amongfour egretsinTaigongshanHiLl 

以空间分布型为参数指标，可将鹭类群落划分为白鹭和夜鹭集群、池鹭集群、牛背鹭 

集群 3个集群类型。 

3 分析与讨论 

3．1 树木种类对鹭类空间分布的影响 

鹭类可在多种树上筑巢，筑巢的树种选择不太严格，但因地域差异，筑巢树种也有不 

同 (朱曦等，1996)。池鹭对树种的选择性较广 (朱曦，1994 b)。太公山常绿藩叶针阔混 

交林中4种鹭对筑巢树种的选择程度上仍有差异。池鹭、白鹭对枫香树的利用率高，这与 

枫香树长得最高、树权多以及阔叶层有较好的隐蔽作用有关。4种鹭对树种选择的生态位 

宽度以夜鹭、池鹭为最大，白鹭较小。巢位水平分布上，夜鹭、池鹭大都在主杆附近的粗 

枝权上，白鹭、牛背鹭的巢多筑在离主杆较远的细枝权间。 

鸟类都 占据有利的空间筑巢，窝巢的垂直分布是鸟类合理利用空问的一个特征 (朱 

曦，1994)。空间生态位宽度值 (m 可以反映鹭类的活动范围和强度。对太公山 4种鹭 

的研究表明，空间生态位宽度以夜鹭为最大。在巢位垂直分布上，种类之间的筑巢高度有 

明显 不 同， 池鹭在 8— 10m， 有 52巢 (占 63．41％ )； 白鹭 在 l2— 14m，22巢 

(57 89％)|夜鹭在 6—8 m，8巢 (36．36％)；牛背鹭 4巢，分布在 8—12 m。表明不同种 

群分割占据空间的不同部位和高度，从而分割了不同的资源。 

鹭类群落的聚类分析表明，白鹭与夜鹭的聚合水平最低，空间分布格局相似，并以相 

似的方式利用相似的资源，生态位重叠也越大，为栖位竞争的种对。在栖位树种的分布 

上，白鹭、夜鹭集群对池鹭、牛背鹭 2个集群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行为上的生态分隔。 

张龙胜等 (1994)认为，造成鹭类筑巢高度选择上的差异与鹭种迁到早迟有关。我们 

认为，除此之外，也与栖息地结构、植被多样性、植物的水平与垂直层次的复杂性等因素 

1 4 1 0 " ∞ 

0  0  0  1  

帅 ∞ 

3  4  O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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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O  1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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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而鹭类的繁殖习性、行为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3．2 鹭类种群间的相互作用 

鸟类对资源利用的宽度和重叠，在群落结构的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前者表示了物种 

生态特化的程度，后者表示的是种间潜在的相互作用水平 (高玮，1993)。生态位宽度 

(niche breadth)表示了一个物种或种群对资源利用的多样化程度。鹭类在繁殖期，水平 

位、垂直位不同，生态位宽度存在差异。水平位上生态位宽度值以池鹭最大，牛背鹭最 

小。从鹭类多样性指数 ( )、均匀性 ( 分析， 值由O．924减少到 O．227，均匀性由 

O．462减少到 0．114，种类数及分布的均匀性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原因与池鹭在数量 

上、分布上占有优势有关。在垂直位上，夜鹭最大，牛背鹭最小。表明 4种鹭中，夜鹭、 

池鹭能开拓更广泛的栖息环境，生态幅较宽。牛背鹭生态位较小，在该群落中是比较特化 

的。 

太公山 4种鹭在种间生态位上有一定重叠 (0 26l—．o．490)，重叠程度以白鹭和夜鹭 

最大，池鹭和牛背鹭最小。白鹭是白天活动、觅食，而夜鹭为傍晚、清晨及夜晚觅食，生 

态要求也有所不同。该2种鹭都各自占有一部分没有竞争的生态位空间，因此仍然实现共 

存，使鹭类混合群中的种间竞争趋于缓和。 

池鹭分布在山体中、下部以及近山脚林缘地带。夜鹭、白鹭、牛背鹭占据林中心山情 

地区。种群间对于资源的合理分配，不仅能充分地利用资源，和平共处，而且还可维持较 

高的生产力。由于护域，也发现池鹭与其他鹭之间发生争斗 (fighting)，有明显的排斥现 

象。王中裕等 (1990)认为，夜鹭、白鹭迁入时间早，首先占领了条件优越的中心区，同 

时还因该 2种鹭护域行为较强而产生争斗。太公山鹭类群落研究表明，除迁到时间、护域 

行为外，生态要求的差异也产生生态分离。 

4种鹭在筑巢树上有4种混群结构形式，除池鹭一般单独筑巢外，其余 3种都可混群 

筑巢。但鹭巢在村上的位置与王中裕等 (1990)夜鹭居高位不同，而以白鹭为最高，夜 

鹭、牛背鹭处中、下位。差异的原因可能和浙江太公山与陕西城固县二岭沟村马尾松、青 

冈栎林树种组成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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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NICHE AND INTERSPECIFIC RELATIONSHIPS OF 

ARDEIDAE BIRDS IN TAIG0NGSHAN HILL．ZHEJIANG 

ZHU Xi ZHANG Li一×In LlANG Jun XUAN Zhi--C8n 

(Zhejang Forestry College．Lift d 3I 1300) 

Abstract 

From 1994 to 1995，an observ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Ardeidae birds in Taigongshan Hill，Zhejiang．The community was made up of Ardeola 

bacchus，Nycticorax nycticorax，Egretta garzetta and Bubulcus ／s．Based on the niche 

breadth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pattern，this paper made the community matrix and 

dendrogram of the birds with the methods proposed by Schoener(1968)and Cody(1974) 

and discussed the utilization states for space and the interspecific relationstfips of the commu- 

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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