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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东滩冬季水鸟的种类和生境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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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2年 11月 ～2003年 1月对崇明东滩 自然保护区的越冬水鸟在 5种生境类型的分布 、数量分别做 

了 2 000 Ell X 100 Ell的样带调查。共观察到水鸟 49种 ，整个群落个体总数 34 504只。其 中低潮盐藻光滩带有鸟类 

37种 ，占水鸟个体总数的 39％；海三棱蔗草外带有 19种 ，占 6％；海三棱蔗草 内带有 1O种 ，占 5％；堤外芦 

苇带有 4种 ，占 3％；堤 内鱼塘 一芦苇区有 37种 ，占 47％。这一结果证实了把围垦地转变为鱼塘 一芦苇湿地的 

生态恢 复行动的合理性 ，因为最大的越冬水鸟物种多样性和个体多度出现在这种湿地 中。 

关键词 ：水鸟；崇 明；种类 ；生境偏好 

中图分类号 ：Q959．7；Q95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4—5853(20o3)05—0387—05 

Species and Habitat Preference of W aterbirds at the 

Eastern End of Chongming Island(Shanghai)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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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 oflife&ience~，East China Normal ， ∞咖  200062，China； 

2． Management Department，Chongming Eastern End Nature R ，Shanghai 202162，Ch／na) 

Abstract：Data on species and habitat preference of waterbirds were collected at the eaatern end 0f Chongming Is． 

1and，shan ai，in a period form November 2002 to January 2003．Transect of2 000 EllX 100 Ell WSS arranged in each of 

five habitat types from the intertidal mudflat to that bellind the sea wal1．Forty-nine species was observed  in 34 504  water- 

birds．Of the birds，37 species an d 39％ of all waterbirds app~ d at the algae saline transect， 19 species an d 6％ at 

the bulrush outer transect， 10 species an d 5％ at the bulrush inner transect，4 species an d 3％ at the reed b~nsect，an d 

37 species an d 47％ at the transect of fish ponds with reed behind the sea wal1． e highest value of species richness an d 

abundan ce of wintering waterbirds in the last habitat type is a strong support to the ac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his 

islan d-- altering low-]ying paddy fields to wetlan ds witll fish po nds an d reed． 

Key words：Waterbird； Chon~ ing；Species； Habitat preference 

崇明东滩 自然保护区位于上海市崇明岛东端 ， 

南北濒临长江人海 口，是典型的河 口滩涂湿地和全 

球重要生态敏感区 (Ma伍 et al，2000)，并在 2000 

年由中国政府向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成功申请为国 

际重要湿地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2ooo)。 

崇明东滩作为亚太地区迁徙水鸟的重要 中转驿站和 

越冬地 ，每年有将近百万只次的迁徙鸟类停经上 

海，或停歇补充能量 ，或越冬 ，或繁殖。岛上有国 

家重点保护的湿地鸟类近 10种 (Qian et al，1985； 

Qian & Cui，1988；Lu，1997)。因而在过去 20年 

里不少学者在崇明东滩开展了鸟类生态学研究，这 

些研究集中在某一濒危物种的种群分析 (Jing et al， 

2o02)、迁徙期间涉禽调查 (Lu et al，1988；Tang 

&Yu，1998)和崇明东滩水禽群落环境因子分析等 

(Wang& Qian，1987，1988；Tang& Yu，1996； 

Barter et al，1997)。而这些研究局限于海堤以外的 

潮间滩涂湿地水禽 ，对围垦后的土地如何为水禽群 

落所使用及其影响因子涉及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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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围垦的加重，崇明东滩 自然保护 

区内巳破坏或改变利用方式 的湿地面积逐渐增加 ， 

迁徙水鸟在崇明东滩的栖息 、逗留和越冬面临着栖 

息地缩小 的困境 (Shanghai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dministration，2002)。为此 ，上海市政府 从湿地 

保护和土地经济利用的角度出发 ，决定将 1998年 

围垦的土地主要用作鱼蟹养殖塘和湿地示范区，从 

而改变了以往湿地变旱地的围垦格局。同时，恢复 

和重建已围垦退化的湿地成为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 

地建设和管理的重 中之重。 

生物多样性保护首要的工作是用物种丰富度指 

标来判断 不同生境 或地 区的相对重 要性 (Suther- 

land，2ooo)。为此，本研究把围垦后的鱼蟹养殖塘与 

堤外生境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水鸟分布和数量 ，试图 

为湿地恢复工程提供水禽栖息地偏好的基础资料。 

1 研究地点和方法 

1．1 研究地点 

崇明东滩保护 区位于 31。25 ～31。38 N，121。 

50 ～122~05 E，是由长江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 

滩涂 。由于地处长江人海口，受潮水周期性涨落的 

强烈影 响，崇 明东滩属于非正规半 日潮型。2002 

年平均潮差 2．66 m，多年平均潮差 2．43～3．08 m。 

每 日潮滩有昼夜两次变化。土壤母质为河 口沉积 

物，基底多为壤土 ，熟化程度较高。土壤类型可分 

为水稻土、灰潮土和滨海盐土 3种。在防汛大堤以 

内以水稻土为主，灰潮土和滨海盐土其次。海堤外 

为潮滩盐土，一般含盐度 0．2％～0．6％。 

崇明东滩是一个迅速淤涨性滩涂 ，每年在东旺 

沙滩地向外淤沙 120～180 m。1998年围垦滩涂 的 

平均滩宽为 3 100 m，2002年底 已经成为平均滩宽 

3 700 m的半成熟潮间滩。加上人工种植 的芦苇 ， 

堤外形成了芦苇带、海三棱藤草带和光滩 3种典型 

生境。由海向陆地方向生境分类如下： I．低潮盐 

藻光滩带 ，宽度为 2 000 m左右 ，聚集着大量 的水 

禽和涉禽 ；11．海三棱藤草外带 ，宽度为 150m左 

右 ，盖 度为 20％ ～50％ (略 比围垦前 低一 些 )； 

Ⅲ．海三棱藤草内带 ，宽度为 200～250In，盖度为 

50％左右 (与 1998年前相 比，盖度有所下降。其 

原因是海三棱藤草的球茎略有甜味，球茎和小坚果 

富含淀粉 ，营养价值较高 ，为天鹅、白头鹤、白枕 

鹤及各种野鸭等所喜食 的缘故)；Ⅳ．堤外芦苇群 

落 ，2002年底宽度约 200 m (1998年围垦工程完成 

后，东旺沙堤外的芦苇所存无几，为此，上海市政 

府专门立项在堤外种植芦苇 ，到 2002年底已经形 

成宽约 200m的芦苇带)；V．堤内鱼塘 一芦苇区， 

盖度在 50％以上，以芦苇群落为优势群落，斑块 

状分布。 

1．2 方法 

考虑到冬季 的水禽群落结构 比迁徙季节稳定 ， 

因而调查时间定在 2002年 11月 ～2003年 1月。每 

10 d调查一次。鸟类数量和分布采用样线法、分队 

同步调查。每队至少两人 ，携带两 台双筒 望远镜 

(8倍)、一台长筒望远镜 (16～52倍)、一本 鸟类 

野外鉴定手册 (Mackinnon et al，2ooo)、一 台 GPS 

接收机 、一 台测距仪和手机、笔记本 、铅笔等 工 

具 。在不同区域内，考察队以 1～3 km／h的速度行 

进 ，每条样线长 2000 In，统计左右两边 50 In内所 

看到的鸟类 ，并记录鸟类所在的生境特点。为避免 

重复记录，由前向后飞的鸟计数 ，而由后向前飞的 

鸟不予计数。如果遇到鸟类数量集 中的地方，或难 

以辨认的鸟群 ，考察队必须尽可能地接近鸟群 ，采 

用特定地区样点法取得完整统计数据 ；若是碰到无 

法辨认的鸟类 ，则统计数量 ，并注明是哪一类 。由 

于冬季的芦苇多被当地居民收割 ，因此芦苇样带的 

水禽鸟类能够被准确地鉴定和统计。 

为避免冬季调查 的数据重复，在崇明东滩的鸟 

类数量统计 中，我们 采用最大值保 留法 (Howes& 

BakeweU，1989)，以确保统计的准确性 。即从同种鸟 

类数次调查的统计数值 中保 留最大值 的那一次 ，以 

代表该鸟类在崇明东滩越冬时 曾出现的数量 ，剔除 

其余低于该数量者。根据常规的鸟类群落优势度划 

分方法 Howes& BakeweH，1989)，将种群数量超过 

水禽总数 10％的种群定为优势种；在 1％ ～10％的 

种群定为普通种 ；低 于 1％的为稀有种。用每种鸟 

在各生境类型的相对出现率反映其觅食地偏好。 

2 结 果 

本次共 调查到水 鸟 49种 ，共 34 504只 (表 

1)，隶属于 7目 11科。其中雁形 目 16种，鹪形 目 

15种 ，鸥形 目 6种 ，分 别 占鸟类 总数 的 39．6％， 

14．8％ 和 38．3％。斑 嘴 鸭 (25．5％)、黑 尾 鸥 

(13．0％)和银鸥 (24．1％)为优势种群。 

低潮盐藻光滩带有鸟类 37种，占水鸟个体总 

数的 39％；海 三 棱 藤 草 外 带 有 19种，占 6％； 

海 三棱藤草 内带有 10种 ，占5％；堤外芦苇带有4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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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崇明东 
～  ～ ，～ 舢

_h nhltat preference of waterbi -岫些 ! 里 !竺竺竺竺竺 !兰竺：竺 竺 
—————————————————————————瓦 偏好 (出现率，％) 

水鸟种类 Species 保护级另q： 数量 
Rank of protection Number 

Habitat3 preference for feeding(oceur~nce rate，％) 

I．低潮盐 II．海三棱 llI．海三棱 

藻光滩带 蔗草外带 藤草内带 
— — — — —

— — — — — _ _ _ _ _ _ ● — — — — — — — — — — — —  — - _ - _ _ _ _ _ _ _ _ _ _ 一  

23 

27 

Ⅳ．堤外 V．堤内鱼 

芦苇带 塘 一芦苇 区 

小鹧鸱 P0d斌ps删 

普通鸬鹚 Phalacrocorax carlo 

苍鹭 Ardea ciFleret~ 

大白鹭 Casmerodius albus 

白鹭 Egretta garzetta 

大麻鸸 Botaurus stellaris 

黑脸琵鹭 Platalea minor 

鸿雁 Anser cygnoides 

豆雁 A．，Ⅱ 临 

小天鹅 Cygnus cohtmbianus 

翘鼻麻鸭 Trdorna tadol'tla 

针尾鸭 Ansa acuta 

绿翅鸭 A．creccft 

罗纹鸭 A．如 缸 

绿头鸭 A．platyrhynchos 

斑嘴鸭 A．poecilorhyncha 

赤颈鸭 A．penelope 

白眉鸭 A．querquedula 

琵嘴鸭 A．clypeata 

斑背潜鸭 A．marila 

鸳鸯 Aixgalerictdata 

普通秋沙鸭 Mergus merganser 

红胸秋沙鸭 M．ser，u 

灰鹤 GⅢ grus 

白头鹤 G．monacha 

白胸苦恶鸟 Amaurornist,hoenicurus 

黑水鸡 GaUinula chloropus 

骨顶鸡 Fulica atrf~ 

凤头麦鸡 Vanellus vanellus 

灰斑鹞 Pluvialis squatarda 

环颈鹞 Charadrius alexa~  

大杓鹬 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 

黑尾塍鹬 Limosa limo~ 

鹤鹬 T,tnga erythro／ms 

红脚鹬 T．totanus 

+ 

+ 

+ 

+ 

7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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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 

6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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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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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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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74 

40 

56 

3 

56 

64 

17 

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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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0 

26 

2O 

39 

l1 

2 

24 23 6 

3O 

l7 

15 

46 

60 

5 

49 

77 

73 

60 

57 

85 

40 

l0o 

77 

33 

66 

l 

l5 

34 

48 

37 

lo0 

8O 

lo0 

52 

1oo 

lo0 

5O 

4 

13 

44 

36 

83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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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样带 2(DOm×100in，分别设置在 5种生境类型中 (Transect of2000m×100mWaS arrangedin each offive habitattypes)。 

C：极危 (Cfifiefl endangered)；E：濒危 (Endangered)；V：易危 (Vulnerable)；NT：接近受危 (Nearto vulnexable)；I：不确定 (Ineon— 

clusible)；a，b：CITES附录等级 ( e rank ofCITES reference)；1，2：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级别 ( e rank of state protection wildlife)； 

+：中日协定 ( e Agreement of Japan and P．R．China Governments on Migmo~ Birds)。 

I：algae saline zone； I1：bulrush outer zone；m ：bulrush inner zone；Ⅳ ：reed zone outsidethe seawall：V ：fish ponds—reed zone behindthe 

seawal1． 

在调查过程 中未识别的鸟类列于表后 ，但合计为所有确定的鸟类数 目之和 (Unidentified species are listed in the last three columns。which 

are excluded in the total numbe~of birds counted)。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占 3％；堤内鱼塘 一芦苇区有 37种 ，占47％。 

鹧鹧 目、鹈形 目和鹳形 目鸟类多分布于堤内鱼 

塘 (芦苇区；鹤形 目中的鹤类多在盐藻光滩和海三 

棱藤草外带取食 ，而秧鸡科鸟类多在堤内鱼塘 一芦 

苇区中取食和栖息 ；雁形 目、鹆形 目和鸥形 目鸟类 

在盐藻光滩和堤内鱼塘 一芦苇区均有大量分布。 

3 讨 论 

崇明东滩是亚太地区鸟类迁徙 中的重要驿站 ， 

也是越冬水鸟的主要栖息地之一。本季调查的水鸟 

数量达到 3万余只 (表 1)，根据拉姆萨尔重要湿地 

划分标 准 (Wetland International，2002)，已达 3a 

的水平 ，充分说 明了该地区作为国际湿地 的重要 

性。尤其是在崇明东滩还有一定数量世界种群数量 

极少的白头鹤 、小天鹅、鸳鸯和鸿雁等的越冬种群 

(Zhao et al，2002)，因而更应成为保护的重点。 

堤内鱼塘 一芦苇区拥有最大的越冬水鸟物种多 

样性和个体多度 ，低潮带盐藻光滩带次之 ；而海三 

棱藤草带和堤外芦苇带较低。这样的分布格局 ，与 

堤内鱼塘 一芦苇区有相对丰富的食物资源、适宜的 

水深及芦苇群落较强的隐蔽性有关。然而 ，作为农 

田一类的人 工湿地 系统 ，也有与云南拉市海水 鸟 

(Quan et al，2002)相似 的人为干扰和猎捕 问题 ， 

应该认真对待。 

下列越冬水鸟在堤内鱼塘 一芦苇区出现率或者 

平均出现率超过 50％，可以作为湿地生态恢复示范 

区的重点吸引鸟类 ：小鹧鹧、鸬鹚 ，鹳形 目，鹘鹬 

类 (尤其是黑翅长脚鹬)，鸭科 ，鸥形 目中的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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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雁形 目中的鸿雁、豆雁 、小天鹅以及鹤类 白天 改善觅食条件可以招引的对象。 

在堤外取食，晚上才回到堤内鱼蟹塘歇息 ，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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