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 物 学 研 究 2O02，Feb．23(I)：31—38 

Zoolo~ Research 

CN 53—1040／Q ISSN 0254—5853 

城市鸟类对斑块状园林栖息地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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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园林因在城市中呈斑块状分布而具有许多岛屿栖息地的特性 ，其内部结构和景观水平的结构同时也 

受到城市化的影响 对抗州市20个园林中鸟类物种的选择性分布进行了调查和分析，重点探讨 了鸟类物种与 

园林而积、内部结构、微栖息地类型的分布、景观水平的结构、人为干扰等栖息地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杭 

州城市鸟类对园林栖息地具有较强的选择性．这不仅与园林的面积有关．还与园林的形状 、植被盖度、散栖息 

地类型、连通性、隔离度、周围用垃 及人为干扰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固林栖息地闻的异质性以及鸟类物种 

与栖息地结构的密切关系是园林鸟类选择性分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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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vity of Birds to Urban W oodlots 

CHEN Shui-hua ，DING Ping ，FAN Zhong—yong ，ZHENG Guang-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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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a吐． Urban woodlots are isolated 鹊 patches in urban atatrlx and posses the features of“habitat island”． 

Moreover，their interior atractures and landscape level structures are a曲 medified by urbanization．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ird distribution and woedlot area．interior atructures， distnbutions of mierohabitat types， 

]and~ape level structures and human disturbartce in 20 woedlots in Han zh0u city area 14 habitat variables and 14 

micmhabitat types were seleete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ird and habitat by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Is indicate that bird species have a strong selectivity to the urban woodlots in 

Hangzhou，which is signifieanfly correlated to not only the woodlot area but also many other habitat factors，such as the 

patch shape．vegetation density，microhabitat dismbution，conneetedness，isolation，surrounding land-use and human 

disturbalice ete．It is the heterogeneity among the woedlots and the elo~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ird and habitat that 

result in the birds’seleetive distributions．The res ts als0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c0n ati0n of sDeci且l habJtat 

and habitat diversity in maintetmnee 0f re#oral biediversity． 

Key words：Bird；Urban woodlot；Habitat；Selectivity 

园林是城市地区重要的绿化林地，也是居民的 

主要休闲娱乐场所，更是城市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带 园林在城市中往往呈斑块状分布，对于鸟类来 

说犹如一座座 “栖息地岛屿”，其岛屿状特性势必 

对鸟类的分布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城市园林由于 

受城市化的影响，具有许多不同于 自然林地的特 

征：①植被多为人工种植 ，不同时期的园林在林木 

收稿 H期 ：200I一09一I2；接受 日期 ：2001—11一O2 

基金项目：国家自摭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701 31) 

盖度、高度、树种多样性、树高多样性等方面差异 

较大；②出于游人活动的需要，园林植被在垂直结 

构上多数缺乏灌木层和草本层；③园林中大多有水 

域、裸地、草地、建筑、矮林 区和高林区 (杨赉 

丽，1995)，在水平空间上具有较高的微景观异质 

性；④游人的干扰 比较频繁；⑤大多位于城区之 

中，被城市建筑包围，城市建筑区作为园林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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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的底模，对 园林鸟类群落也可能存在影响 

(Sisk et a1．．1997)。园林鸟类自古以来为人们所 

珍爱．并成为园林的主要风景之一，因而早已引起 

了 生 态 学 家 的 关 注 (Nicholson， 195l；SirrahS， 

1975；Goode，1986)。现有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园林鸟类群落的组成和多样性分析方面 (Cicero． 

1989)．少数研究分析了鸟类群落与园林大小和内 

部植被结构的关系 (Gavareski，1976)，但很少涉 

及园林的特征结构和景观水平的结构 作者拟在分 

析杭州城市园林的结拘特征，特别是栖息地岛屿特 

性以及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 ，对园林鸟类的选择性 

分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这对于研究鸟类、栖 

息地和人类三者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城市生态建设 

和城市 自然保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研究方法 

1 1 园林样地及栖息地变量的选取 

在杭州市区共选择各类斑块状公园和林地 2O 

个，包括旅游公园 (植物园、动物园、花港观鱼、 

曲院风荷、柳浪闻莺、虎跑公园、小瀛洲、湖心 

亭)、居 民区公园 (老年公园、墅园、朝晖公园、 

紫荆公园、横河公园)、斑块状小山林 (宝石山、 

孤山)、市区绿化林 (武林广场绿化林、少年宫广 

场绿化林)、苗圃 (园文局苗圃、华丰苗圃)和 自 

然林 (庆隆荒林) 这些园林在大小、形状、林木 

盖度和高度 、结构多样性 、人为干扰和隔离度等方 

面差异较大 。 

每一园林选取可能影响鸟类分布的特征变量 

14个 (表 1)。较大园林的面积和周长通过地图测 

定，小园林则通过步行丈量求得。形状用形状指数 

表示，表示为园林的周长除 相同面积圆的周长， 

它可以反映出斑块的边界比；形状指数越大，边界 

比越高．形状越不规则。林木树冠层密度、灌木层 

密度、地表草本层密度通过目测估计，分为 5个等 

级 (1～5)：l表示无植 被，5表示有浓密的植 被。 

由于各植被层在整个园林中的分布往往并不均匀， 

所以将整个园林分为几个区，先估计每一区该植被 

层的等级，然后根据每一区的等级分 (1～5)及每 
一 区所占的比例，计算该植被层在整个园林中的综 

合分，计算公式为 (Bellamy et a1．，1996)： 

5 

D=∑ s 
= I 

其中 D为盖度， 为每一等级分s所占的比例。微 

栖息地数量反映了园林中微栖息地的丰富度 及在 

水平和垂直结构上的多样性。为了分析园林结拘的 

异质性和多样性，我们确定 l4种园林内的微栖息地 

类型：1．阔叶林、2．针叶林、3．针阔混交林、4．浓密 

灌丛、5．稀疏灌丛、6矮树林(高 <2．5m)、7．中树 

表 1 杭州城市园林栖息地变量 

Table 1 Measured variables of woodlots deseribcd in Hangzhot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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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5m<高<5m)、8．高树林(高 >5m)、9．苗圃、 

1O 菜地、11．低洼湿地(平均深度 <0．5m，一般为 

水田或低洼积水)、12．水塘或河流、13 建筑、14．山 

林。确定微栖息地类型的依据标准是园林栖息地结 

构的特征，如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所反映的 

是园林植被不同的盖度或者说郁蔽度特征，矮、中、 

高树林反映的是园林植被的不同高度特征；如一林 

地既是阔叶林，也是高树林，则该林地同时包含了阔 

叶林和高树林 2种微栖息地类型。相连行道树带数 

量用以衡量园林的连通性 隔离度通过园林周长 

0 5 km和 1 km范围内林地的面积表示，它们根据地 

图测量及在实地调查中估测求得。园林多数为建 

筑、开阔地和水域所包围，它们与园林周长相接的百 

分比同样作为可能影响鸟类分布的变量之一 人为 

干扰是城市化的重要特征，其数值通过先求出每次 

调查昕记录的园林中的平均人数，然后再计算每公 

顷人数而得到。 

1．2 鸟类调查 

在鸟类迁徙季节的 4、5、10、11月，每园林 

每月调查 2次，其他月份每月调查 1次。每园林全 

年共调查 16次。鸟类调查一般选择晴朗无风的日 

子 ．在凌晨至上午 10点之 间进行。根据眼见和耳 

听记录园林中鸟类的种类和数量，从园林上空飞过 

的鸟类不计在内。调查时间不限，以足够把整个园 

林扫描 1遍并尽可能记录到全部种类和个体为宜 

最大的园林宝石山由2人分开同时记录，其他园林 

每次由 1人调查 

1．3 鸟类与栖息地关系分析 

首先列出所记录鸟类 的出现额次和数量特征。 

根据鸟类在 2O个园林 16次调查累积 出现的额次 ． 

可把杭州市园林鸟类分为常见种 (≥20)、少见种 

(6～l9)、稀有种 (2～5)和偶见种 (1)。将 2O个 

园林按面积分成4组：1组平均面积为 0．5～2 hm 

(N=5：湖心亭、紫荆公园、少年宫广场绿化林、 

武林广场绿化林、横河公 园)，2组为 2．1～9 hm 

(N：6：墅园、朝晖公园、老年公园、庆隆荒林、 

虎跑公园、小瀛洲)，3组为 10～25 hm (N=5： 

曲院风荷、园文局苗圃、柳浪闻莺、华丰苗圃、花 

港观鱼)，4组为>25 hm (N：4：动物园、孤山、 

植物园、宝石山)。 

求出每组园林鸟类 (基于可信度，仅计算常见 

种和少见种)的平均密度，再将所列鸟类的平均密 

度与4组园林的平均面积 (1n)进行直线回归，求 

得两者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值反映了鸟类的数 

量分布与园林面积的关系。相关系数为正者，表示 

此鸟类常见于大斑块的园林中，相关系数为负者， 

常见于小斑块的园林中。面积可能仅是影响鸟类分 

布的因素之一。 

将鸟类 (仅分析常见种和少见种)的数量分布 

特征与包括面积在内的 14个栖息地变量进行多元 

回归，综合分析影响鸟类分布的主要因子；将鸟类 

的数量分布特征与微栖息地类型在园林中的分布特 

征进行相关分析， 反映鸟类分布与园林中微栖息 

地类型分布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园林鸟类群落的组成特征 

表 2为全年在各 园林 中观 察到的 82种鸟类， 

其中有留鸟 32种，夏候鸟 13种，冬候鸟 23种， 

旅鸟 14种；雀形 日鸟类 67种 ，非雀 形 目鸟类 15 

种。82种鸟类 中，出现频次排在前 1O位的是 ：麻 

雀、白头鹎、大山雀、乌鸫、珠颈斑鸠、白鹤鸽、 

棕头鸦雀、红头长尾山雀、暗绿绣眼鸟和黄眉柳 

莺。共有常见种 24种，少见种 23种，稀有种 18 

种，偶见种 17种。表 2中鸟类的总数量是 320次 

调查中同种鸟类的数量和，它基本上反映了杭州市 

园林中不同鸟类的数量特征。总数量排在前 1O位 

的鸟类是：白头鹎、麻雀、大山雀、乌鸫、棕头鸦 

雀、红头长尾山雀、暗绿绣眼鸟、珠颈斑鸠、黄腹 

山雀和斑鸫，它们属于数量优势种。鸟类出现的频 

次和数量并不一致，这和该鸟类的集群性有关 集 

群程度高的鸟类，如黄腹山雀、黑鹎、夜鹭和灰头 

鸦雀等，出现频次比总数量低得多；而集群程度较 

低，一般单独或成对活动的鸟类，如红胁蓝尾鸲、 

北红尾鸲、鹊鸲、虎纹伯劳、棕背伯劳、棕褐短翅 

莺、虎斑地鸫、灰鹩钨、斑啄术鸟、斑头鸺鹃、寿 

带和翠鸟等，出现额次接近总数量。 

2．2 鸟类对栖息地斑块面积的反应 

将所记录的 2O个园林全年的物种数与其面积 

进行曲线拟台，求得物种数和面积的关系式为：5 

= 10．6574A 0 ，其中 s为物种数，d为面积。 

物种数和面积的关系显示，园林鸟类群落的物种数 

随园林面积的增大而增大。这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鸟类物种对所在栖息地斑块面积的反应。表 

3所列的47种鸟类中，平均密度与斑块面积呈正相 

关的有26种，占55．3％，其中红嘴蓝鹊的平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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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杭州市园林鸟类名录、出现频次及数■ 

Table 2 The list of bird species recorded in Hangzhou iLir~tn woodlots and their OcOkll"l'~ace and abundance 

Spe⋯ m 黧 。 spe m 鍪 
麻雀 Passer脚 啪 n 294 7284 黄眉鹦 Ember~ cho'soph,~ 6 47 

白头鹎 P1矶椰 sirrah 290 7999 田鹞 ，r ru~tlcⅡ 6 38 

大山雀 Pant s删 r 208 3396 黄鼹枫驾 Ph母!∞∞p PⅫ d 6 35 

乌鹌 rd 删 ／a 178 1420 藏 龇 ~iner~ 6 6 

珠颈斑鸠 8 c~ptopetga chinen．~ 118 762 褐椰莺 P6flloscop~fuscatu~ 6 8 

白鹤鸨Momc／／／a atba 105 330 斑啄木鸟 Dendr~ pos 咖  6 9 

棕头鸦雀 ‰  加 血 webbiamu 86 I昕2 灰头鸦雀 m如一  Ⅱk 5 103 

红头长尾山雀 唧̂ hh ∞ 65 936 黄眉姬鹎 F／,~tda~rc／ss／n,a 5 13 

暗绿绣眼鸟 Zosteropsjaponica 55 777 灰胸 什鸡 Bar~ icda thoracica 5 I2 

黄眉柳莺 “lo~opus㈣ f阱 53 259 翠鸟Alcedo atthis 4 4 

红胁溘尾鸲 Taniger cyanvs~ 52 I 80 北藏鹅 Mt~cicapo daut~ca 4 8 

斑鹌 一 眦 48 576 黄腹柳莺 Phy“∞ qP 卿  3 7 

红嘴蓝鹊 ￡一 {̂ 1 d 46 244 强脚树莺 Cettiafoaipes 3 8 

树鹑 Anth~ hodgsoni 39 219 锔嘴雀 ∞ Ⅱ ～  妍 3 8 

棕背伯劳 ⋯ ~hach 37 68 绿翅短脚鹎 Hypsipe~es mcclellandii 3 14 

采燕 矾nm如 R c啪 36 24g 灰椋 鸟 sh～  帆 3 27 

灰背鹎 T~dus hortulo~ z 28 I】2 白腰文 鸟 肿h 5fm 3 9 

黄腹山雀 n 蛳 【m 26 726 大嘴乌鸦 Co 2 2 

喜鹊 pica 25 97 冠纹柳莺 Phflloscopus r~gdoides 2 10 

鹊鹁 co haz ukm 25 36 普通 Btaeohk。 2 2 

黑尾蜡嘴雀 Eopho~ migraW~a 24 33I 寿带 Terpsipho~paradlsi 2 3 

北红尾鸲 Phoenicu~  22 36 山鹊鸨 Oendr~ has ind 2 2 

灰头玛 Embe,-da 如 如 22 106 红尾水鸲 Rhy~ornis血f 懈 心 2 3 

白腹鹌 Turdua洲  2l 99 池鹭 Ardeda 2 3 

燕崔 FringiIla，∞ 龇  19 193 斑头鸺鹳 Cta~idlum c 如 如 1 1 

自盾蚂 Emberiza tr~strami 17 I62 尾 肌 ～  w∞ e I I 

盅衙寿尾 Dic~ruŝ删帆 15 72 黑枕黄鹂 Oriol~ I 3 

鹎 月 tea"№d 15 413 帛尾抄锥 C,aIli~go gaY2nago l l 

短翅树莺 ttia dipho~ I5 52 白胸苦恶鸟 Amaarorais phoenicums I I 

白眉姬鹩 Fi,,ed zaathopygia 14 22 白腰草鹋 nm婶 ochrop~ 1 1 

小鹅 ErobeKsa p~／／／a 14 88 鸢 mm w 】 1 

金腰燕 cn‘ o daurlca 13 69 黄鹊 MoChila 1 1 

楹北柳莺 1伽 bo~wfl,s 12 46 棕噪鹛 C,amd~ p0 ．̂”吐 1 2 

棕褐短翅莺 Bradypte~ luteoventris 12 19 红唯姬鹩 Ficedu 加阳 I I 

， 哥 ．4cridotheres c s kff I2 37 乌灰鸫 Tu ∞，讹  I I 

虎纹怕劳 眦 I 11 25 红隼 Falcotln~ncnl*．s 1 1 

夜鹭 Ny~：tlcomx aycticorax 10 165 大拙啄木鸟 Megalalraa~qrerts 1 1 

银喉长尾山雀．4eg／t／w~ 唧咖 9 63 黑领椋鸟 Stw'mtswr 1 1 

画眉 Garru／~ canorus 9 32 绿鹭 Bt~torldes 5f 1 I 

虎斑地鸫 Z~ tem da一 8 11 栗背短脚鸨 ~ ,mtes硎 衄肌 蚶 I 2 

唯鸡 Embe,~za 8 41 丝光椋鸟 ～ seKceus I I 

度与面积显著正相关．白眉鸦极显著正相关；正相 

关系数较大的鸟类还有红头长尾山雀、灰背鸫、白 

腹鸫、发冠卷尾、黑鹎、白眉姬鹅、画眉、黄眉鸦 

等，它们主要出现在较大的园林中，多数是大园林 

的特征种。与斑块面积呈负相关的有 21种，占 

44．7％，其中白头鹎和鹊鸲的平均密度与面积显著 

负相关，极北柳莺极显著负相关；负相关系数较大 

的鸟类还有麻雀、白鹊钨、黄眉柳莺、燕雀、家 

燕、金腰燕、北红尾鸲、虎斑地鸫等，它们是小园 

林中的常见鸟类。有一些鸟类的平均密度与面积的 

相关性较小，如棕背伯劳、黄腹山雀、灰头鸦、短 

翅树莺、夜鹭等，这些鸟类要么普遍地出现在不同 

面积的园林中，要么在一定程度上随机地出现在不 

同面积的园林中。 

2．3 鸟类与栖息地的密切联系 

假如同时考虑其他可能影响鸟类分布的因素， 

则面积对于大多数鸟类已不再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表 4)。从园林物种数的影响因子可以看出，园林 

鸟类的物种数除受面积的影响外。还受到微栖息地 

的丰富程度正的影响以及人为干扰负的影响。具体 

到鸟类物种也是如此。与面积 (1nA)依然存在显 

著回归关系的鸟类有：小鸦、黑鹎、鹊鸲、发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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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陈水华等 城市鸟类对斑捷状园林栖息地的选择性 

表 3 杭州市园林鸟类在 4组园林中的平均密度及其与园林面积的相美性 

Table 3 Average deasities of the birds in four groups of Hangzhan  urban woodlots and corelatlons between the 

average density and a【 ea 

t组、2组、3蛆、4组的园林数量分别为 5、6、5、4十，园林面蕃{分别为 O 5—2、2 1～9、10—25、>25 hm 。 

Woodl~ numbers of group1，2．3 a【】d 4 e 5，6，5 d 4．andthor— are 0-5—2，2 1—9．10—25 and )25 h respectively 

尾、虎纹伯劳、棕褐短翅莺和画眉。鹊鸲常见于小 

园林中，而小鸦、黑鹎、鹊鸲、发冠卷尾、虎纹伯 

劳、棕竭短翅莺和画眉则常见于大园林中。较之于 

园林面积，其他鸟类更主要地受到其他栖息地变量 

的影响。随着形状指数的增大，园林的边界比增 

加，鹊鸲密度显著减少，而绝大多数鸟类与园林的 

形状关系不大。褐柳莺偏爱树木高大的园林，而虎 

纹伯劳偏爱树木低矮的园林。乔木层密度的增加可 

导致白腹鸫、喜鹊和小鸦密度的降低。白眉鸦、黄 

眉鸦、白腹鸫、黄腹山雀、短翅树莺、八哥和画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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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杭州市园林鸟类物种及其丰富度与l4个栖息地变■的回归模型以及物种分布与微栖息地类型的相关性 

TabIe 4 The models of multiple regressions between species richness and 14 varlabl~ in Hangzhou urban 

woodlots-and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s between bjrd spe~es an d 

mlcrohabltat types 

t*P≤0 0l P≤0 05；1阔叶林、2 针叶林、3．针阔褪交林、4．维密 丛、5．稀疏灌丛、6 矮树林、7．中树林、8 高树林、9 

苗圃、10 菜地、11慨洼湿地、l2 水塘或河流、13．建筑、l4 山林 ，其中 l 5、6、7、I3馓栖息地粪型与物种分布无显著相关 

l Brt 【 foT~1，2．Con~ us—leaf forest，3．Broad—c~tt'erous-leaf n6xed for~t，4 Dense sh rIIb，5 Spm e slush，6 Short forest， 7 Middle 

r ． 8 Highfor~t．9 N~ ety l0．Vegetablefield， 1l Lowm踊 h， 12 pond 0r e蛐 ， 13 Building，14．Hillforest．and1，5，6．7阻 d 13 

⋯ h幽】 t show¨̈ c aI】t correlati~ wI y sPeci distribution 

偏爱灌丛密度较太的园林，黑鹎较多地出现在草本 

密度较高的园林，而金腰燕则较多地出现在草本密 

度较低的园林。与微栖息地丰富度存在显著回归关 

系的鸟类较多，微栖息地丰富度的提高有利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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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华等 ：城市鸟类对斑班杖园林栖息地的选择性 

雀、鹊鸲、发冠卷尾、黄腰柳莺和八哥的分布。行 

道树带的存在加大了栖息地岛屿与外界林地的连通 

性，它与白眉鸦、极北柳莺、红嘴蓝鹊、白腹鸫、 

黄腹山雀、黄眉鸦、黄喉鸦、短翅树莺 、白眉姬 

鹋、夜鹭等的种群密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 

棕背伯劳、喜鹊 、八哥、金腰燕的种群密度具有显 

著的负相关性 0．5 km内的林地有利于树鹨、棕背 

伯劳、喜鹊、小鸡、金腰燕、画眉等的分布，1 km 

内的林地面积的增加则对提高红嘴蓝鹊、斑啄木 

鸟、虎斑地鸫、银喉长尾山雀、八哥的密度影响较 

为明显，而与棕背伯劳、喜鹊、小鸱、短翅树莺、 

棕褐短翅莺、金腰燕、画眉的数量分布呈负相关 

性 园林周围的用地情况对物种数影响不大，但对 

具体鸟类的影响较为明显。特别是周长与旷野相接 

的比例对园林中很多鸟类的分布有显著的影响，这 

些鸟类多数属于农田旷野鸟类，它们是树鹨、棕背 

伯劳、灰头鸱、黄喉鸥、田鸦和灰鹊鸨等 园林周 

围的建筑比例的增加则对鹊鸲、八哥、喜鹊等的分 

布有利。周围水域的比例的增加对白眉姬鹅和八哥 

的分布有利。而人的干扰对八哥的影响比较明显 

有一部分鸟类与所选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回归 

关系，如：麻雀、白头鹎、大山雀、白鹊钨、乌 

鸫、珠颈斑鸠、红胁蓝尾鸲、斑鸫、黄眉柳莺、红 

头长尾山雀、标头鸦雀等，它们基本上属于园林中 

的常见鸟类，广泛分布于杭卅l市的园林中。 

3 讨 论 

鸟类与栖息地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不同的鸟 

类受不同栖息地变量的影响，同一变量对于不同鸟 

类的分布影响也不相同。多数变量对部分鸟类有 

利，而对另一部分鸟类不利。鸟类物种与微栖息地 

类型的关系同样显示，不同的鸟类与不同的微栖息 

地类型密切相关 不同的园林因其结构差异而拥有 

不同的鸟类组成，结构相近的园林其鸟类群落的组 

成也趋于相似 这或许已经说明了城市鸟类对园林 

选择性分布的原因。 

Diamond(1975)从种群水平分析群落组成格局 

时，提出了著名的关联函数(incidence functioins)，即 

将不同的岛屿按物种数划分成几个等级，x轴为岛屿 

的物种数等级，y轴为在不同的物种数等级中某物种 

出现 的概率。在后来 的文章 中，Diamond(1982， 

1984)将物种数等级换成岛屿的面积等级。物种的 

关联函数实际上反映了该物种在不同面积的岛屿中 

的分布概率，曲线的形状差异反应了物种分布的不 

同策略，其特征被认为是该物种生态分布的“指纹”。 

多数物种 的关联 函数曲线呈现出一边倒的倾 向：或 

倒向右边，即物种分布的概率基本上随面积的增大 

而增大，此时曲线呈高⋯S’形，因而该物种被称为“高 

s物种”，它更多地分布在大面积的物种较为丰富的 

岛屿中；或倒向左边，即物种分布的概率基本上随面 

积的减少而减少，这类物种和“高 S物种”相反，主要 

分布在面积较小物种较为贫乏的岛屿中，这类物种 

被称为“漂泊者(supertramp)” 关联函数有多种变 

形，表 3即是其中的一种。表 3所反映的是物种的 

分布密度和园林面积等级的函数关系。平均密度与 

面积(1nA)的相关系数同样反映了鸟类在不同面积 

园林中的分布策略。Diamond(1975)把关联函数的 

成因归结为物种竞争能力的差异：“高 5物种”在大 

岛屿的竞争中获胜，从而使得“漂泊者”向小岛屿转 

移。Wiens(1989)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关联 

函数可能仅仅反映了栖息地类型在不同岛屿中的分 

布，“高s物种”可能只是适应于某些特定栖息地类 

型的获布种，这些特定的栖息地类型只存在于大岛 

屿中。一般来说，大岛屿具有更高的栖息地多样性， 

具有某些小岛屿不具有的特定栖息地类型(如内陆 

水域、沼泽、高山等)和栖息地结构(如大面积、距边 

界远等)，随着面积的缩小，这些特定的栖息地类型 

和结构随之逐渐丧失，与此相关的一些物种也随之 

丧失 关联函数在保护生物学中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它反映 了物种分布的最小面积。Schoener＆ 

schoener(1983a，b)将 Diamond(1975)的关联函数的 

含义进行了延伸，发现l物种的分布和多种栖息地参 

数存在类似的关系。这说明物种的出现并不直接决 

定于单一的参数，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杭州市园林鸟类分布的影响因子分析中也可以看 

到，鸟类的分布不仅与园林的面积有关，还与栖息地 

的多种结构密切相关。 

杭州市园林丰富，类型多样，园林问内外结构 

上的异质性导致了鸟类组成的差异。一般说来，小 

园林结构单一，加上多数位于市区，人为干扰的压 

力较大，可为鸟类提供的资源有限，鸟类不论在种 

类和数量上都比较少。太园林往往结构复杂，资源 

丰富，所拥有的鸟类种类和个体数量也比较多。然 

而园林面积并不是确定鸟类分布的绝对指标，资源 

拥有量才是影响鸟类群落构成的实质因素 在杭州 

市的园林中，那些特殊的微栖息地类型，如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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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果与两种隐头花序小蜂的相互关系 

陈 勇 ，李宏庆 ，马炜梁： 
t1 宁穗师范高等 科々学校 生物系，福建 宁德 352tOO；2 华东师范^学 生物系，上海 2OOO62) 

摘要：天仙果 (F／~,us ereeta vaT．beecheyo~e)花为单性花，雌 、雄异株，分别形成雌、雄花序，雌花序着生 

雌花 雄花序着生雄花和瘿花。花序中生活着银纹桔小蜂 (Blas~oplmg 5越化m 础 )和桔长尾小蜂 (s 。5ce4~te 

sp) 前者是唯一能进^雄花序腔产卵或雌花序腔传粉的昆虫．是天仙果专一性共生的传糟者：后者不能进^ 

花序．在花序外通过产卵器将卵产在瘿花子房中，是植食性的寄生者。自然状态下天仙果每个雄花序均被 2种 

小蜂产卵，平均每个花序出飞银纹桔小蜂 208．2只、榕长尾小蜂 64．2只。人为封堵花序口，银纹椿小蜂无法进 

人花序产卵，平均每个花序出飞椿长尾小蜂 165 6只，是自然状态下的2 5倍，显然，2种小蜂互为竞争对手， 

椿长尾小蜂是榕一桔小蜂共生体系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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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浓密灌丛等，多数出现在大园林中；但有时 

也出现在一些中小园林中，有些甚至仅出现在中小 

园林中，它们满足了一些对栖息地有特殊要求的鸟 

类的需要 可以说，栖息地结构在园林问分布的不 

均匀性，或者说异质性．以及鸟类物种与栖息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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