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圈围对雁鸭类种群及生境的影响研究
——以长江口横沙东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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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滨海湿地是雁鸭类的重要栖息地, 然而高强度的海岸圈围工程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和鸟类栖息
地造成了显著影响, 因此分析和研究海岸圈围对雁鸭类种群及栖息地的影响, 对水鸟保护和滨海湿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位于长江口的横沙东滩, 于 2003 年启动了海岸圈围促淤
工程, 工程的实施导致湿地生境和水鸟种群都发生着快速变化。本研究分别对 2013、2015、2016 和 2017
年, 横沙东滩雁鸭类种群和生境因子的时空变化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通过拟合回归分析了两者的相关
关系, 探讨海岸圈围后生境的快速变化对雁鸭类种群产生的影响, 从而提出海岸带圈围后水鸟栖息地
的保护与管理对策。结果表明: 1)海岸圈围工程的实施显著改变了滨海湿地的水鸟生境及种群特征。随
着工程的推进, 自然潮滩的盐沼湿地呈动态变化趋势; 促淤区则随着泥沙的补给, 新生了大面积的沼
泽湿地; 成陆区逐渐向淡水生态系统演替。伴随着生境的变化, 雁鸭类种群逐渐从成陆区和自然潮滩
向促淤区转移。2)不同生境类型影响雁鸭类种群数量特征的生境因子不同。未实施圈围的自然潮滩影
响雁鸭类数量的主要因素是海三棱 藨 草/ 藨 草群落面积; 正在实施圈围的促淤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挺
水植物面积、植被归一化指数(NDVI)和无植被覆盖水域面积; 已圈围的成陆区主要影响因素为沉水植
物面积。综上, 雁鸭类偏向选择具有开阔水域、充足食物供给和相对较低植被盖度的生境类型。对于
海岸圈围区域, 若能合理利用圈围土地, 保留部分区域为湿地, 并根据水鸟的生境需求, 适当营造水
鸟适宜的栖息地,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圈围工程对水鸟的影响, 实现滨海湿地水鸟栖息地保护和湿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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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 地 是 位 于 海 洋 与 陆 地 之 间 的 生 态 过 渡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

带 , 作为海岸带的关键组成部分和世界上生产力

加快, 为了减缓城市用地矛盾, 我国沿海开展了大

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 其在提供生物栖息地、保护生

规模、高强度的海岸圈围工程 [11-12] 。 海岸圈围工程

物多样性、净化环境、维持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发

对于区域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也对

[1]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4]

。长江口滨海湿地处于“东

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路线上, 因其良好的栖息环
境, 每年的迁徙越冬季节都吸引了大量雁鸭类在此
越冬 [5], 是国际性迁徙候鸟重要的栖息地与觅食地[6]。
迁徙越冬期雁鸭类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7], 例如
水草、水生植物的根茎和盐生植物的种子 [8-9]。它们
不仅是长江口湿地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物种, 也是
湿地保护工作中的主要内容, 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
价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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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它改变了湿地生态系统

种不同生境类型(自然潮滩、促淤区和成陆区)的生境

的自然演变规律, 引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

因子与雁鸭类数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探讨

[13-14]

。2003 年起, 位

了生境因子与雁鸭类种群的相关关系, 从而揭示海

于长江口的横沙东滩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海岸圈围促

岸圈围对雁鸭类种群及生境的影响, 并提出水鸟栖

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一系列问题
淤工程

[12]

。随着工程的推进, 形成了自然潮滩(未实

施圈围)、促淤区(正在实施吹填促淤)和成陆区(已完
成圈围)三种生境类型。圈围过程中, 湿地的水文过
程、动力地貌及自然属性发生快速变化 [15-16], 湿地植
物群落结构与生境也随之发生改变, 进而影响了雁鸭
类种群特征, 对水鸟及其栖息地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然而, 对于滨海湿地圈围促淤后, 水鸟栖息地变
化以及水鸟种群的响应, 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 [17]。
已有的研究表明, 某一物种的分布(或存在)与
[18]

息地保护建议与对策, 以期为滨海湿地资源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与支撑。

1
1.1

方法
研究区域
横沙岛(31°17′N~31°23′N, 121°47′E~121°53′E)位

于长江口的最东端, 西邻长兴岛, 北邻崇明岛(图 1)。
地势低平, 地面高程约为 2.87 m(吴淞零点), 总面积
约为 49.26 km2。横沙岛属于典型的北温带海洋性气

。因

候, 年均气温约 15.4℃, 年降水量约 1140 mm。横沙

此摸清横沙东滩滨海湿地圈围后, 湿地生境演替趋

东滩位于横沙岛东侧, 实施圈围前湿地类型主要为

势、雁鸭类种群变化以及生境变化与水鸟群落变化

近海与海岸湿地, 因受海岸圈围工程建设影响以及

之间的关系, 对于滨海湿地水鸟栖息地保护和湿地

长江径流和东海潮流影响, 湿地类型、结构、空间分

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布发生着剧烈变化, 是目前长江口受人类活动和自

栖息地的某些特征之间具有可预测的关联性

本文通过对横沙东滩圈围促淤过程中形成的三

Fig. 1

然影响较为严重的湿地区域 [19]。

图 1 横沙东滩地理位置(a)、生境类型划分(b)和不同生境无人机航拍(c~e)
(a) Location of the East Hengsha Shoal (b) habitat types, and (c~e) aerial photography of the different habitats

本文选取横沙东滩的自然潮滩、促淤区和成陆
区这三种生境为主要研究区, 其中:

和盐沼植被为主(图 1c)。本研究中, 以–5 m 等深线
划定自然潮滩向海边界, 确定其研究范围。

(1) 自然潮滩位于新建南大堤南侧, 该区域受

(2) 促淤区位于促淤过程中新建的南大堤北侧,

不规则半日潮影响, 地物覆盖主要以浅海水域、光滩

包括北滩和南滩两部分(图 1d)。其中南滩被新建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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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划分为“新 1~新 5”5 个区域, 于 2011—2015 年
[12]

个时相的 Landsat-8 TM 多光谱卫星遥感影像(分辨率

, 至 2017 年工程结束, 地物覆盖以

30 m), 分析横沙东滩湿地生境的时空动态。在野外

植被、光滩、浅水面为主, 但不同区域因其吹填时间

实地调查和历史数据资料的基础上, 分别建立了水

不同, 植被覆盖状况也有所差异。北滩吹填工程滞后

域(无沉水植物分布的纯水域)、光滩、海三棱藨草

于南滩, 主要为大面积静水水域。

(Scirpus mariqueter)/藨草(Scirpus triqueter)群系、芦

间实施了吹填

(3) 成陆区位于横沙东滩西侧, 于 2010 年完成

苇(Phragmites australis)群系、林地群系、互花米草

圈围工程 [12], 内部区域已完全不受潮汐动力的影响,

(Spartina alterniflora)群系、水烛(Typha angustifolia)

形成了植被带、池塘和无植被裸地相间分布的生境

群系和沉水植物群系这 8 类训练样区, 执行监督分

类型(图 1e)。

类, 得到 2013、2015、2016 和 2017 年横沙东滩不同

1.2

地物类型的分布信息。并通过野外实地验证, 对遥感

研究方法

1.2.1

解译结果进行人工校验。基于 ArcGIS 平台, 定量分

雁鸭类调查及数据分析
本文分别在 2013、2015、2016 和 2017 年的水

鸟越冬期, 即每年的 10 月至翌年 4 月, 每月开展 1
次调查(每年 7 次)。为保证调查的同步性, 每次调查
均在当月中旬完成。共设置 3 条样线, 已覆盖自然潮
滩、促淤区和成陆区的所有水鸟聚集点。自然潮滩
两条样线分别长 18.8 km 和 18.1 km, 与促淤区重合,
成陆区样线长为 9.2 km。调查过程中, 以 20~60 倍单
筒望远镜进行观测, 小群水鸟采用直接计数法, 大
群水鸟采用集团计数法[20-21]。2013—2017 年, 在横沙
东滩共观测到雁鸭类 19 种, 分别为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 、 豆 雁 (Anser fabails) 、 白 额 雁 (Anser
albifrons)、灰雁(Anser anser)、花脸鸭(Anas formosa)、
翘鼻麻鸭(Tadorna tadorna)、鸳鸯(Aix galericulata)、
赤膀鸭(Anas strepera)、罗纹鸭(Anas falcata)、赤颈
鸭(Anas penelope)、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斑
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琵嘴鸭(Anas clypeata)、
针尾鸭(Anas acuta)、白眉鸭(Anas querquedula)、绿
翅鸭(Anas crecca)、红头潜鸭(Aythya ferina)、凤头潜
鸭(Aythya fuligula)和白秋沙鸭(Mergus albellus)等。
为了更加准确分析雁鸭类种群与生境因子的相关性,
本文选取数量占绝对优势的 12 种雁鸭类进行分析,
它们是以植物性食物, 如水生藻类(穗状狐尾藻)和

析横沙东滩湿地生境时空分布变化特征。
1.2.2.2

植被归一化指数提取

利用 ENVI 5.1 分别提取这 4 年遥感影像的近红
外波段与红波段反射率信息, 通过公式(1)进行计算
得到横沙东滩各年的植被归一化指数(NDVI)空间分
布情况, 以表征研究区植被的盖度。具体公式如下:
NIR  R NIR  R  2 R
2R

 1
.
(1)
NIR  R
NIR  R
NIR  R
不同数值的 NDVI 代表不同的植被覆盖信息 [22]:

1. NDVI<0, 表示地面覆盖为水域, 无植被覆盖;
2. NDVI=0, 表示地面覆盖为光滩, 无植被覆盖;
3. NDVI>0, 表示地面有植被覆盖, 数值越大植被
盖度越大;
在地理信息平台 ArcGIS 10.3 中, 进行空间叠置
分析, 获得 2013、2015、2016 和 2017 年植被归一化
指数(NDVI)的空间分布情况。
1.2.2.3

生境因子计算

在 遥 感 影 像 信 息 提 取 的 基 础 上 , 利 用 ArcGIS
10.3 进行拓扑构面, 计算各年份不同生境类型中不
同地物类型面积和 NDVI 指数在植被覆盖区域的均
值 , 从 而 得 到 横 沙 东 滩 湿 地 生 境 因 子 (挺 水 植 被 面
积、沉水植物面积、海三棱藨草/藨草面积、水域面

水生植物的根、茎、叶和种子(海三棱藨草)为主的赤

积、NDVI 指数)的时空变化, 并进一步计算如下生境

膀鸭、罗纹鸭、赤颈鸭、绿头鸭、斑嘴鸭、针尾鸭、

因子指数:

白眉鸭、绿翅鸭和红头潜鸭以及杂食性(水生植物根、

1. 挺水植物所占面积比例(%): 该区域挺水植

茎、叶等植物性食物和鱼虾贝壳等动物性食物)的翘

物(芦苇、水烛、林地、海三棱藨草/藨草、互花米草)

鼻麻鸭、琵嘴鸭和凤头潜鸭 [7]。按照自然潮滩、促淤

面积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值。

区(新 1~新 5 和北滩)和成陆区的区域划分(图 1c~e),

物面积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值。

分别统计各区域雁鸭类水鸟数量。
1.2.2

3. 海三棱藨草/藨草所占面积比例(%): 该区域

遥感影像处理与分析

1.2.2.1

2. 沉水植物所占面积比例(%): 该区域沉水植

海三棱藨草/藨草群系面积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值。

遥感解译

本研究选用 2013、2015、2016 和 2017 年, 共 4

4. 水域所占面积比例(%): 无植被生长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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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值。

化对雁鸭类产生的影响。

1.2.3

2

围垦对雁鸭类种群和生境的影响分析
利用 Pearson 二元相关性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生

境因子指数与雁鸭类数量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 剔

2.1

结果与分析
圈围后横沙东滩雁鸭类数量的时空变化

除相关性不显著的生境因子, 利用 Origin 2017 进行

在自然潮滩生境中, 4 年共观测到雁鸭类 4 967 只,

拟合回归分析(Fitting Regression Analysis), 得到不

是水鸟数量最少的生境类型。从 2013 年到 2017 年,

同生境类型中关键生境因子与雁鸭类数量之间的关

自然潮滩区域雁鸭类数量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

系曲线。最后利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 探讨海

趋势, 其中 2015 年数量最多(3 700 只), 2013 年数量

岸围垦不同阶段(前, 中, 后), 滨海湿地生境因子变

最少(42 只)(图 2)。

Fig. 2

图 2 横沙东滩 2013、2015、2016、2017 年雁鸭类数量空间分布情况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natidae populations in the East Hengsha Shoal in 2013, 2015, 2016, and 2017

圈围实施过程中的促淤区共观测到雁鸭类
32 334 只, 在三种生境中水鸟数量最多(约为自然潮

用、种林等影响, 水鸟数量显著下降, 至 2017 年, 仅
观测到雁鸭类 25 只。

滩数量的 6 倍)。从 2013 年到 2017 年, 促淤区雁鸭

总体而言, 圈围初期雁鸭类多集中于相对稳定

类数量变化趋势与自然潮滩相反, 呈现先减少后增

的成陆区和自然潮滩。随着海岸圈围促淤工程的不

加的趋势(图 2), 其中 2015 年水鸟数量最少(1 757 只),

断推进, 大量雁鸭类从成陆区和自然潮滩转移至促

至 2017 年水鸟数量上升至 23 678 只(约为 2015 年的

淤区。

13.5 倍)。2017 年, 雁鸭类主要集中分布在新 3 和新
4 区中, 为植被带、水域和光滩相间分布的生境。在

2.2

圈围后横沙东滩生境因子的时空变化

促淤区已形成植被、水域、光滩等多种生境的南滩

自然潮滩主要包括光滩、水域和挺水植物这 3

区域中(4 年共 28 516 只), 雁鸭类数量整体上多余北

种地物类型(图 3a)。随着围垦的推进, 2013—2015 年

滩(生境仅为水面, 4 年共 11 174 只)。

间, 自然潮滩盐沼植被明显恢复, 面积从 1.34 km2

已完成圈围的成陆区共观测到雁鸭类 29 301 只。

(2013)增加至 4.77 km2(2015), 主要为海三棱藨草/藨

从 2013 年到 2017 年, 雁鸭类数量变化趋势与自然潮

草群系, 并且在近岸高程较高处还出现了芦苇群落。

滩相同, 也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图 2)。在

随后, 在河口水动力和河势变化影响下, 湿地植被

2015 年出现数量最大值(20 167 只), 随后因人为利

面积有所下降(图 3a), 至 2017 年减少为 2.87 km2,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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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比围垦初期有了明显增加。挺水植物面积及所占

所占面积比例、水体所占面积比例和 NDVI 指数与

比例也随之发生波动变化。同时, 随着湿地植物的生

雁鸭类种群数量之间均未发现相关关系(图 4a, 表 1),

长, NDVI 指数逐年增加(图 3b)。

但与海三棱藨草/藨草所占面积比例成显著正相关关

促淤区是一种介于自然潮滩与成陆区的过渡生

系(P<0.05, 表 1), 说明海三棱藨草/藨草面积是影响

境类型, 虽然不再受潮汐影响, 但在促淤过程中, 仍

自然潮滩雁鸭类种群数量的主要因素, 且两者呈现

然存在水沙交换过程, 伴随着泥沙吹填上滩, 促淤

线性增长关系(R2=0.90, P=0.049)(图 5a)。

区 内 部 高 程 不 断 抬 高 , 逐 渐 形 成 了 由 挺 水 植 物 (芦

在促淤区, 水域面积、挺水植物面积和植物覆盖

苇 、 水 烛 ) 、 沉 水 植 物 ( 穗 状 狐 尾 藻 Myriophyllum

度为影响促淤区雁鸭类种群的主要因素(图 4b, 表 1),

spicatum)、水域和光滩等地物类型组成的复合生境

其中挺水植物所占面积比例和 NDVI 指数均与雁鸭

(图 3a)。并且随着促淤工程的推进, 大面积新生湿地

类种群数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 表 1), 而水

逐渐形成, 湿地植物快速发育, 挺水植物面积、所占

体所占面积比例则与雁鸭类种群数量呈极显著正相

面积比例和 NDVI 指数均逐年上升, 其中挺水植物面

关关系(P<0.01, 表 1)。挺水植物所占面积比例与雁

2

积和所占面积比例在 2017 年(30.15 km , 33.52%)是

鸭类种群数量符合 ExpDec 函数(R2=0.41, P=0.002)

2013 年(9.39 km2, 10.17%)的 3.3 倍, NDVI 指数在 2017

关系(图 5b); 水体所占面积比例与雁鸭类种群数量

年(0.32)为 2013(0.01)的 32 倍。芦苇群系是促淤区中

符合 Logistic 函数(R2=0.46, P=0.003)关系(图 5b);

最主要的植物群落(图 3a, 3b), 占促淤区挺水植物总

NDVI 指数与雁鸭类种群数量符合 Gauss 函数(R2=

面积的 64.03%(2017 年)。此外, 在促淤区部分浅水区

0.50, P=0.002)关系(图 5c), 当植被归一化指数值为

域, 沉水植物也快速发育, 其面积和所占面积比例在

–0.24 时, 雁鸭类种群数量将会达到峰值, 此时生境

2016 年达到最大值(3.97 km2, 4.30%), 主要分布于南

为大面积的水域与光滩(图 5c)。可见, 在促淤区内, 雁

大堤南面的浅水水域中; 随着高程的进一步抬高及挺

鸭类喜好有充足水面且植被覆盖不高的生境类型。

水植物芦苇、水烛的扩散, 沉水植物面积有所下降
2

在已完成圈围的成陆区, 仅沉水植物所占面积

(2017 年仅 0.61 km )(图 3a)。伴随着湿地植物的扩张,

比例与雁鸭类种群数量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

促淤区水域面积和所占面积比例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0.01, 表 1), 表明沉水植被面积是影响成陆区雁鸭类

成陆区圈围工程已完工, 不再受潮水影响, 主

种群的主要因素, 且二者呈线性增长关系(R2=0.99,

要受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影响, 因此内部生境相对复
杂, 主要包括挺水植物(水烛和芦苇)、人工林地、沉
水植物等地物类型(图 3a)。其中挺水植物是成陆区最
主要的地物类型, 其所占面积比例维持在 70%~85%
之间。但因成陆区内部水体逐渐淡化的影响, 挺水植
物群落从原有的芦苇群系逐渐转变为水烛群系。沉
水植物面积和所占面积比例在 2015 年达到最大值
(4.03 km2; 23.19%), 随后逐渐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
道路施工等人类活动导致的水域丧失而引起的。伴
随着成陆区内人工种植柽柳, 林地面积在 2015 年达
到最大值(4.03 km2), 随后因淡水植物的大面积扩散
而略有降低。NDVI 指数在 2013—2015 年间变化不
明显(图 3b), 至 2017 年显著增加(约为前三年的 1.35
倍)。由于成陆区围垦时间最长, 所有水域中都有高
盖度的沉水植物。

2.3

P=0.001)(图 5d)。

3
3.1

讨论
海岸圈围对越冬水鸟生境的影响
海岸圈围工程快速改变了滨海湿地的空间格局

及湿地类型 [16, 23]。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海岸圈围
对自然潮滩生境格局的时空影响呈现动态变化趋
势。围垦工程的实施会在初期促进河口高浊度泥沙
在新建大堤外侧快速淤积, 从而促进自然潮滩的快
速发育。随着潮滩的发育, 在近岸处高程、水动力等
条件适宜的区域, 先锋盐沼植物海三棱藨草/藨草开
始定居并逐步扩散, 同时又会进一步促进泥沙在高
潮滩的淤积 [24]。随着潮滩环境的改变, 植被组成逐步
变化, 在自然潮滩沿高程梯度呈现“浅海水域-光滩海三棱藨草/藨草群落-芦苇群落”的空间分布格局。

雁鸭类数量与生境因子相关关系
生境因子指数与雁鸭类数量显著性分析与拟合

结果表明: 在未进行圈围的自然潮滩中, 挺水植物

但随后, 由于河口河势和水动力变化的影响, 近岸
泥沙淤积发生变化 [25-26], 进而湿地植被面积会发生
动态变化, 并非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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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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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横沙东滩 2013、2015、2016 和 2017 年遥感解译(a1~a4)及 NDVI 指数(b1~b4)空间分布情况
(a1~a4)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results, and (b1~b4) NDVI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ast Hengsha Shoal
海洋科学 / 2019 年 / 第 43 卷 / 第 5 期

Fig. 4

图 4 自然潮滩(a)、促淤区(b)和成陆区(c)生境因子与雁鸭类数量年际上变化趋势直观比较图
(a) Comparison of annual variation trends of habitat factors in natural tidal flat, (b) deposit-promoting region, and (c) landforming region with the number of Anatidae

与此同时, 海岸圈围过程中的吹填、促淤等工程

也是不稳定的快速变化类型 [27]。本研究中, 海岸圈围

手段使得促淤区局部高程快速抬升, 伴随着生境的

工程促使横沙东滩形成了大面积的新生湿地, 湿地

变化。促淤区内部生境逐步由大面积水域向水域、

植被面积不断增加, 但地物类型和植物种类都在发

光滩、植被等多样生境组成的复合生境转变, 形成了

生快速的时空变化。例如, 已有湿地植被分布的区域,

一种介于滨海湿地与陆地之间的过渡类型, 但同时

很有可能因为一次吹填活动而被全部掩埋成为光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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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吹填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适宜生境后, 又会很快发

草为主, 具有显著的耐盐特征; 后期由于受潮水影

育出新的湿地植物。此外, 促淤区湿地植物变化也较

响减弱, 水体和土壤中的盐度均有所下降, 淡水植

为明显, 起初植被群落以芦苇、海三棱藨草和互花米

物(芦苇和水烛)的比重明显增加。

表 1 横沙东滩不同生境类型生境因子与食草性雁鸭类数量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Tab. 1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habitat factors with the number of Anatidae on different habitat types in East
Hengsha Shoal
生境类型
自然潮滩
促淤区
成陆区

F

挺水植被所占

沉水植物所占

水体所占

面积比例(%)

面积比例(%)

面积比例(%)

0.832

-

0.509

NDVI 指数

海三棱藨草/藨草所占
面积比例(%)

–0.139

0.950*

p

0.168

-

0.491

0.861

0.050

F

–0.508*

0.016

0.569*

–0.544*

–0.094

0.949

P

0.026

F

–0.032

P

0.968

0.702

0.011

0.016

0.999**

-

–0.632

-

0.001

-

0.368

-

注: *表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P<0.05, 为显著相关关系;
**表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P<0.01, 为极显著相关关系。

Fig. 5

图 5 横沙东滩自然潮滩(a)、促淤区(b, c)和成陆区(d)关键生境因子与雁鸭类数量拟合曲线
(a) Key habitat factors in the natural tidal flat, (b, c) deposit-promoting region, and (d) land-forming region, fitted with
the number of Anatidae in East Hengsha Shoal

已完成圈围促淤的成陆区, 已不再与河口有直

从适宜潮滩生长的沼生、盐生植被向陆生、淡水植

接的水沙盐交换过程, 相对稳定, 生境变化主要受

被群落转变 [28-30]。本研究中, 成陆区内部生境在雨水

人类活动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 在人类圈围活动的

及其他淡水来源的作用下, 表现为底质逐渐脱盐 [31]、

干扰下, 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的变化是

水位相对稳定、水体盐度逐渐淡化的特点, 因而盐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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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逐渐被淡水植物水烛和芦苇所替代; 同时由于

(表征植物覆盖度)[22]为负相关关系。海岸圈围后, 促

水位稳定、水体淡化, 成陆区的水域形成了高盖度的

进了挺水植物(芦苇、水烛)的生长繁殖, 在一定程度

沉水植物分布区。

上能为雁鸭类提供隐蔽场所, 但植被盖度过高的挺

总体而言, 海岸圈围实施后, 若不实施高强度

水植物则不利于雁鸭类的取食及游憩。

人类开发利用, 在自然演替过程中, 圈围工程促进

水面面积对水鸟尤其是游禽具有很大的影响[49]。

了大面积新生湿地、湿地植被及多样生境的形成, 为

雁鸭类多数分布在远离人类活动的水面上, 倾向于

雁鸭类提供了多样的栖息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

浅滩生境和开阔水面生境 [50-52]; 并且水面面积大的

同时也为其它水鸟、底栖生物、鱼类提供了丰富、

水塘由于较大的容纳量、缓冲人为干扰等原因, 相对

多样的生境, 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小面积的水面能够吸引更多种类和密度的游禽 [49] 。

3.2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促淤区雁鸭类数量会随水域面

海岸圈围对雁鸭类种群的影响
水鸟对食物和生境具有很强的专一性, 不同生

境类型会有不同的水鸟群落 [32], 影响水鸟种群的生
境因子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 [33-35] 。本研究也
发现, 自然潮滩、促淤区和成陆区三种不同生境中影
响雁鸭类数量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 这可能与鸟类
的行为密切关系。雁鸭类为游禽, 主要以水草、水生
植物的根茎和盐生植物的种子为食 [7-9] 。因此, 自然
潮滩主要是它的取食地; 促淤区在起始阶段主要为
水域, 此时主要是雁鸭类的游憩区, 随后逐渐形成
水域、光滩和植被多种生境后, 成为它们的取食和游
憩区; 成陆区若能保留水域、沉水植物和低盖度的挺
水植物, 则仍可能成为雁鸭类的取食地和休憩区,
否则将不再适宜雁鸭类的栖息。
食物是影响水鸟分布的重要因子[36]。长江口的海
三棱藨草和藨草是雁鸭类的重要食物来源之一[37]。本

积的增加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对于偏好在水域活
动的雁鸭类而言, 水面面积越大, 生境可利用性也
就越大。
可以看出, 雁鸭类喜欢选择水面宽阔、有沉水植
物和海三棱藨草等食物来源、挺水植物稀疏的生境
栖息。由于促淤区往往能提供这类生境, 因此横沙东
滩实施海岸圈围后, 雁鸭类种群逐渐从成陆区及自
然滩涂转移至促淤区。一旦促淤区吹填工程完成, 逐
渐成为成陆区后, 雁鸭类种群可能会随着湿地生态
系统的演替发生进一步变化, 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综上所述, 若不实施高强度人类开发和利用,
海岸圈围后, 通过改造水鸟生境 [53], 为雁鸭类提供
食物、游憩环境、隐蔽场所等, 可以为雁鸭类提供停
歇、休憩和越冬生境。

3.3

海岸圈围后水鸟栖息地保护管理建议

研究中, 自然潮滩的雁鸭类数量随海三棱藨草/藨草

本研究结果表明圈围后形成的新生湿地为鸟类

面积的增加而线性增加。此外, 有研究发现雁鸭类数

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即使滨海湿地圈围成陆, 若在

[38]

。本研究中

圈围区保留部分水面、促进沉水植物的发育、维持

也有类似的结果, 成陆区雁鸭类多集中于有沉水植

适宜的挺水植物密度等, 同样也能为雁鸭类提供适

物分布的水域, 且水鸟数量随着沉水植物所占面积

宜栖息地。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对海岸圈围后水鸟栖

比例(<25%范围内)的增大加线性上升。海岸圈围实

息地保护和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量与沉水植物的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

施后, 在自然的演替过程中, 圈围工程促进了自然

(1) 在圈围区尽可能保留部分区域作为沼泽湿

潮滩海三棱藨草/藨草群落和促淤区及成陆区沉水植

地, 并根据水鸟对生境的具体需求, 结合吹填、促淤

物的发育, 这些均为雁鸭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等过程, 营造水鸟的适宜生境。

此外有研究表明, 水生植被结构也是影响水鸟
分布的重要因素

[39-40]

。雁鸭类倾向于选择在水面面

积大和植被稀疏的生境栖息和觅食

[36, 41-42]

。挺水植

物高而密集的生境类型会对水鸟的觅食产生不利的
影响

[43-45]

。除了麻鸭等少数雁鸭类, 更多的种群喜好

无植被或者是植被矮而稀疏的生境类型

[46-48]

。本研

究也有类似的结果, 促淤区雁鸭类数量随挺水植物
所占面积比例的增加急剧下降, 并且与 NDVI 指数

(2) 在迁徙越冬期, 圈围区内应该保留大面积
水域, 并为沉水植物的生长与繁殖提供适宜环境,
为雁鸭类的觅食与游憩提供适宜条件。
(3) 对于高密度的挺水植物区, 可利用物理刈
割等手段控制挺水植物面积及盖度, 将其维持在适
宜的状况, 来满足水鸟的休憩、觅食需求。
(4) 加强对自然和圈围栖息地水文、地貌、植物、
动物等多要素的综合监测, 防止水鸟栖息地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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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丧失。
(5) 进一步开展海岸圈围对其他种类水鸟种群
的影响, 形成综合的水鸟栖息地修复及管理对策。
致谢: 本文研究得到上海市野生动物植物保护管理站的
大力支持与协助, 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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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astal reclamation on the population and habitat of
Anatidae birds: A case study of East Hengsha Shoal,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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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astal wetlands are an important habitat for Anatidae birds. However, high-intensity coastal reclamation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coastal wetland ecosystem and waterbirds habitats. Therefore,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coastal reclamation on the population and habitat of Anatidae bird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waterbirds and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oastal wetland resources. In 2003, coastal
reclamation engineering was carried out in the East Hengsha Shoal, Shanghai. It led to rapid changes in the habitat
and the population of Anatidae bird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habitat and population of Anatidae birds during the winter migration periods in 2013, 2015, 2016, and 2017.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habitat succession on the Anatidae bird populatio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number of Anatidae and habitat
factors were obtained by fitting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oastal reclamation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population and habitat of Anatida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saltmarshes showed
a dynamic trend in the natural tidal flat; large areas of marsh development with replenishment of sediment in the
deposit-promoting region; gradual succession of the land-forming region into freshwater ecosystems. In addition,
with the changes in habitat, Anatidae birds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the land-forming region and natural tidal flat
to the deposit-promoting region. (2) Different types of habitats have differe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natidae populations. The area of Scripus mariqueter /Scirpus triqueter was the main factor in the natural tidal flat; the area of
emergent plants, NDVI index, and unvegetated water area were the main factors in the deposit- promoting region.
The area of submerged plants was the main factor in the land-forming region. In general, Anatidae birds prefer a
type of habitat with open waters, adequate food supply, and relatively low vegetative coverage. For the coastal reclaimed zone, preserving parts of wetland and creating a suitable bird habitat could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waterbirds to some extent. It could also achieve the dynamic balance of waterbird habita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wetland resources in coastal zones.
(本文编辑: 赵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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