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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4年8～1D月和 1995年 11～l2月，采用直接测定法．对浙江西部开化县小北垅、承坞和严村山 

区的白颈长尾雉 (Syrmaticus e11io~i)栖息地片断化现状进行调查，提出了片断化程度指数 (F)与运算公式， 

并采用该指数对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程度进行测定与分析。栖息地的片断化与丧失将导致白颈长尾雉栖息 

地面积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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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人们对我国特有的世界濒危物 

种 (King，1981；IUCN，1994)、世界性 受胁 鸟类 

(Birds Life，1998)和国家 I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 

雉 (Syrmatiazs eltioti)的栖息地进行了许多描述 

与研究(李炳华，1985；龙迪宗，1985；丁平等，1988， 

1996aIbIc11998；石建斌等，1997) 但已有研究多 

集中在栖息地的植被类型与特征等方面，很少涉及 

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的片断化问题。栖息地片断化是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Diamond， 

1989；Saunders等，1991；Prima&，1993)。因此，鸟 

类栖息地片断化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Wil— 

cove等，1990；Andren，1994；Kattml等．1994；Burkey， 

1995；Donovan等，1995；Enoksson等，1995；Knick等， 

1995；Simberloff，1995；Wiens，1995)。此外，以往的 

研究多数集中在迁徙性鸣禽，特别是繁殖季的食虫 

鸟等种类，而对其他类型的鸟类栖息地片断化问题 

研究较少(Stouffer等，1995)，对那些易受栖息地片 

断化和岛屿化影响的地栖性鸟类 ，如雉类的栖息地 

片断化问牙尚未见报道。 

由于雉类多为地栖性鸟类 ，迁移和扩散能力 

弱，使得栖息地片断化对雉类的影响尤甚。开展白 

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研究，了解其栖息地的受胁 

现状，对于白颈长尾雉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 

此。我们于 1994年8N10月和 1995年 11～12月， 

对浙江省西部开化县的小北垅、水坞和严村山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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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现状进行了研究，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研究地区和方法 

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研究以浙江西部的开 

化县小北垅山区、水坞山区和严村山区为研究地， 

开化县以及各研究地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概貌详见文 

献 (丁平等，1988，1989)。 

在每一研究地 ，根据地形、植被类型、树种和 

坡度级等因子将研究地划分成面积不等的小区，并 

编号。以小区为单位，在 1：10 000地形图上勾绘 

出小区的形状，并测定每一小区的面积。采用无样 

地法研究各小区的优势树种和植被盖度等特征，植 

被盖度用目测法估测。根据所测特征参数绘制植被 

分布图 然后，再根据白颈长尾雉栖息地植被类型 

和特征分析整个研究地内适合白颈长尾雉栖息的植 

被类型与分布、栖息地斑块的面积与周长。并对栖 

息地片断化指标进行定量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栖息地片断化指标 

关于景观空间结构与异质性的测定指标，国外 

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大量研究，并提出各种指数的 

测定方法(Forman等 ，1986；MiMe，1991；Gustafson 

等，1992；O’Neill等，1988，1992；肖笃宁，1991；肖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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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等，1997；马克明等，1998)。其中用于景观片断化 

的定量指标主要有斑块数目或密度、斑块形状、斑 

块的隔离或连接度、景观镶嵌对比度、边缘长度和 

景观多样性等 (肖笃宁，1991；肖笃宁等．1997) 

描述栖息地片断化程度状态的最基本要素是斑块总 

面积、斑块数 目、每一斑块的面积、斑块形状、斑 

块间距离和研究地总面积 但是在已有的栖息地片 

断化测定方法中往往只侧重考虑其中的某些要素， 

如区域加权形状指数、斑块形状指数、内部生境面 

积指数、相对斑块指数、斑块内缘比、斑块间隔离 

度和可接近度以及破碎度等。 

一  

区域加权形状指数 AWS= A ／A 
i ； 1 

A ：斑块 i的面积，Ⅱ ：斑块形状指标，A：森林斑块 

总面积。 

斑块形状指数Di：P ／2·~／ 

尸 ：斑块周长。 

内部生境面积指数 IAF= 1一(A ／A) 

A 森林内部面积。 

f 

相对斑块指数RPI=l00∑∑E ／Nb 
i = = 1 

E ：斑块 i和 之间的边界单元数， ：斑块 i和j 

之闻的不相似值 ，N ：边界单元总数 

斑块内缘比S=P／A 

雷 圈圈 皿皿 暖翻 

阿叶韩 混交林 针叶林 竹林 

a．小北境 

P：边长，A：面积。 

． 

斑块间隔离度 =1／n∑d“ 
i= I 

d 相邻斑块的距离， ：相邻斑块的数目。 

三  

可接近度啦=∑ d 
f = 1 

破碎度 F= ／A或F=1／A A 
2= 1 

在上述指数中，区域加权形状指数所包含的要 

素相对较多。但该指数存在 2个问题：一是该指数 

未考虑斑块面积大小因素。假设有2个总面积相同 

的研究地 (每一研究地内各有 2个斑块)，斑块形 

状和斑块面积和均相同，第 1个研究地内的2个斑 

块面积相等，第 2个研究地 内的 2个斑块面积不 

等。其片断化程度在理论上应存在差异，但按该指 

数公式运算所得值相同。二是斑块形状指数加权方 

法欠妥。假设有2个总面积相同的研究地 (每一研 

究地内各有 1个斑块)，斑块面积相同、但形状不 

同．第 1个研究地内的斑块形状指数大，第 2个研 

究地内的斑块形状指数小。其片断化程度在理论上 

应是第 1个研究地大于第2个研究地，但按该指数 

公式运算所得值恰恰相反。为此，本文提出包含有 

更多栖息地片断化要素的片断化程度指数 (F)与 

运算公式，并采用该指数对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的片 

断化程度进行测定。 

b 术坞 

图 1 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现状 

F遮．1 Smtmd(rograentedhKta坞used F21ot’s曲衄鞠nt 

c．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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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小北垅、水坞和严村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参数 

Table1 Thefragmentation ixrarne~s h习 t_t nsed byElliot’s pheasantin 

XJaobe~ g，~aulwu andYaneon  

衰 2 小北垅、水坞和严村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现状 

Table 2 The fragmentation of habitat nsed by Eilint’s ph~sant in Xta~etinng 

Shulwu and Yancon 

F=1一∑1／D,·(A ／A) 
J= 1 

： 斑块数，A，：第 i个斑块的面积，A：研究地 

总面积，D ：斑块形状指数。 

2．2 栖息地片断化现状 

对 l994年小北垅山区和严村山区、1995年水坞 

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的片断化现状(图 1、表 1)进 

行分析 (表 2)可知，小北垅 山区总 面积为 722．6 

hm2，适合白颈长尾雉栖息的林地面积为 441．1 hmz 

(占总面积的61．04％)。其中叶林 238．6 hm2，针阔 

混交林 117．4 hm2，阔叶林 85．1 hmz。 

水坞山区的总面积为 651．1 hm2，适合白颈长尾 

雉栖 息 的林 地 面积为 307．4 hm2(占总 面积 的 

47．21％)。其 中针 叶林 188．9 hm2，针阔混交林 

84．3hm ，阔叶林 28．7 hm ，毛竹林 5．5 hm2。严村 

山区的总面积为 728．5 hm2，适合白颈长尾雉栖息的 

林地面积为 235．2 hm2(占总面积的 32．29％)。其 

中针叶林 74．2 hm2，阔叶林 30．4 hm2，毛竹林 130．6 

hm2。 

比较 3个研究地内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程 

度可知，小北垅山区的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程 

度相对较低 (F=0．9284)，被分隔成 3个岛屿状栖 

息地斑块，其中最大的栖息地斑块面积为 410．1 

hm2。水坞山区的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程度较 

大 (F=0．9621)，被分隔成 l2个岛屿状栖息斑块， 

其中最大的栖息地斑块面积为 194．8 hm2。严村山 

区白颈 长尾雉 栖 息地 片断化 程度 最 大 (F= 

0．9893)，被分隔成 lO个岛屿状栖息地斑块，最大 

的栖息地斑块面积为53 hm2。 

Wiens(1989)认为，人类对鸟类栖息地进行 

干扰而形成片断化栖息地的过程，存在着林窗形成 

和林斑形成两个不同过程。如果栖息地干扰从栖息 

地内部开始即为林窗形成过程，如果栖息地干扰从 

栖息地外部开始即为林斑形成过程，两种过程单独 

起作用或协同作用均可使栖息地片断化，当两种过 

程协同作用时，栖息地片断化过程加速。从小北垅 

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的情况看 (图 1a)， 

该地栖息地的片断化主要是通过林窗形成过程而产 

生。由于该地栖息地的片断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 

从图中可看出该地仍保留部分林窗。根据水坞山区 

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的片断化现状 (图 1b)分析，该 

山区栖息地的片断化是林窗形成和林斑形成过程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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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严村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的 

片断化 (图 lc)过程中，林斑形成过程的作用更 

大。 

从图1中还可看出，虽然小北垅山区白颈长尾 

雉栖 息地斑块只有 3个，且晟大斑块 的面积有 

410．1 hrn2，其片断化程度指数仍相当高。这主要 

是由于该地栖息地已形成许多脆弱带，晟大栖息地 

斑块的形状指数 (D )达 4．58，如果该地栖息地 

仍持续地受到干扰，林窗进一步扩大，该斑块立即 

会产生许多的更小的栖息地斑块。 

2．3 水坞山区栖息地面积变化 

根据 1995年水坞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调查， 

结合 1984年和 1989年森林资源调查资料，分析该 

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自1984年以来的变化(表 3) 

可知，水坞山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面积逐年下降。 

1984年该地有适合白颈长尾雉栖息的林地510．8 

hm ，1989年减少到338．9 hm ，1995年只有307．4 

hm2
，共减少了39．82％。尽管适合白颈长尾雉栖息 

的针阔混交林的面积有所增加，但针叶林型栖息地 

的面积减少了222．4 hmz，减少幅度达 54．07％。 

表 3 1984~1995年水坞山区白颈长尾难栖直地面积变化 
Table 3 The嗍  Iria1 0flmhltat used EIliet’s phe~t,antIⅡS~uiwuf哪 !984to1995 

由此可见，人类活动对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的干 屿面积和栖息地岛屿问的连通性等方面的关系以及 

扰已经十分严重，栖息地的片断化和丧失直接导致 

白颈长尾雉栖息地面积的减少，并威胁其生存。当 

然，对于白颈长尾雉与栖息地片断化程度、栖息地岛 

白颈长尾雉对栖息地片断化胁迫适应等问题还有待 

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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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1)Y ON FRAGM匝NTA nON 0F HABrrAT USED BY ELIJ0T’S 

PHEASANTINwESrERNZHF_JIANG 

DING Ping JIANG Shi-reR ZHUGE Yang 

(Dep~rtment D，B I 一日 ， 姆  LifeScience，z 如 Uniz~rsity， 憎吐 310012 dir,gp~@mail． ． c ) 

Abstract：Durlng Aug．一Oct．1994 and Nov-Dec．1995， 

the studies oII the fragmentation of habitats used by 

Elliot’s pheasant were done in Shuiwu，Xi~obeilong 

and Yancun of Kaihua County，~ tern Zhejiang with 

field observation and measurement．The index of the 

fragmentation(F)and its formula were produced in 

this paper．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habitats，used by 

Elliot’s pheasant was measured with this index．The 

results showedthatthehabitatfragmentation andIces 

would caus~ the loss of habitats used by Elliot’s 

pheasant． 

Key w0l ：Elliot’s pheasant；Habitat fragmentation；Western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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