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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长江中下游江河滩地抑螺防病林
试验示范区鸟类种群调查研究
方建民 1，周立志 2
(1. 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合肥 230031；2. 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 230601)
摘 要：通过 2011-2013 两年时间针对性选择示范区不同地点（江外滩和江心洲）人工干预形成的不同林龄组
杨树林地（滩涂疏林、2008-2009 年林、2006 年林、2005 年林和 1989-1990 年林）以及自然沼泽湿地、芦苇地等不
同生境类型，采用样带法开展鸟类群落调查，研究生境变化对鸟类群落多样性的影响。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84 种，
隶属于 13 目 34 科，其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 2 种、安徽省Ⅰ级重点保护鸟类 12 种、安徽省Ⅱ级重点保护鸟
类 4 种。示范区鸟类以雀形目鸟类最多，为 19 科 48 种，占鸟种总数的 57.14%。食性集团以食虫鸟（32 种）、肉
食性鸟（20 种）和杂食鸟（19 种）种数居多，分别占总鸟类种数的 38.1%、23.8%和 22.6%，食物资源类型决定了
各生境鸟类食性集团的组成。沼泽湿地鸟类总种数和密度均最高，芦苇地最低，其中，各生境鸟类密度中存在显著
性差异。随着林龄的增加，鸟类多样性指数增大，滩涂疏林全年鸟类多样性仅次于成熟林, 但以沼泽湿地的最高。
全年鸟类多样性在各生境中存在极显著性差异。全部生境鸟类多样性以春季>夏季>秋季>冬季，且在各季节中存在
极显著性差异。鸟类多样性特征与生境的复杂程度和植被类型相关。还就抑螺防病林工程对鸟类群落的生态影响进
行分析，并就其生态保护措施进行简单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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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an community in the snail control and schistosomiasis prevention forest area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beach in Anhui Province
FANG Jianmin1, ZHOU Lizhi2
(1. Anhui Academy of Forestry, Hefei 230031; 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bstract: The effect of habitat change on bird community diversity was investigated using a transect sampling
method in selected locations (Jiangwaitan and Jiangxinzhou)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during 2011-2013. Different
habitat types including natural marsh wetlands, reed lands and poplar forests of different ages (river beach with
sparse trees, forests planted in 1989-1990, 2005, 2006 and 2008-2009) were evaluated by artificial measures. A total
of 84 bird species belonging to 13 orders and 34 families were recorded. Of which, two species were national second
class protected birds and 12 and 4 species were provincial first and second class protected birds of Anhui Province.
The passerine species (48 species in 19 families) was the largest group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hich were accounting for 57.14% of all bird species. Insectivorous (32 species), carnivorous (20 species), and omnivorous (19
species) species were dominant in feeding guilds, which made up 38.1%, 23.8% and 22.6% of the total bird species,
respectively. Food types determined the composition of feeding guilds in the habitats. The species number and bird
density were highest in the marsh wetlands and lowest in the reed lands. The bird density significantly differed
among the habitats. The bird diversity increased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forest age. The highest annual bird diversity
was observed in the marsh wetlands followed by the mature forests and sparse forests. Annual bird diversity significantly differed among the habitats. Bird diversity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d among four seasons with a decreasing
order being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It was found that bird diversity was related to habitat complex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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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tion type. This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ecological impact of the snail control and schistosomiasis prevention
forest program on avian community and discussed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snail control and schistosomiasis prevention forest demonstration area; avian community; diversity; feeding guild; seasonal change；ecological impact;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
鸟类对环境变化比较敏感，是监测环境变化的
指示物种[1-2]，生境变化，特别是植被变化影响鸟类
群落的多样性[3]。植被变化引起的生境异质性、食
物资源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变化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
着鸟类的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4-5]。鸟类多样性[6-7]、
季节动态[8]、集团结构[9-10]以及各类因素对鸟类种类
组成和数量分布的影响等[11-12]是鸟类群落多样性研
究的重要内容[13]。因此，在安徽省长江中下游江河
滩地抑螺防病林[14-16]试验示范区开展鸟类群落多样
性调查研究，有助于理解鸟类群落与示范区各生境
类型的相互关系，正确评估生境变化对鸟类资源的
生态影响，从而制定长期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

1

居民区，以堤坝相隔。
滩涂疏林：采取挖沟抬垄方式，将其部分泥土
挖起筑高垄，并在高垄上造林或间种农作物。样区
内以草本植物为主，乔木稀少，作物面积约占 30%。
一侧与 1989－1990 年林相邻，另一侧靠近居民区，
以堤坝相隔。
芦苇地：以挺水植被芦苇为绝对优势种，盖度
达 95%以上，芦苇高度为 2～3 m。一侧与长江相邻，
一侧与 2005 年林相邻。
2008－2009 年人工杨树林：幼树林。乔木较小，
林下多以玉米、棉花、油菜等作物为主。

示范区自然概况及研究样地特征

抑螺防病林试验示范区概况
安徽省长江中下游江河滩地抑螺防病林试验示
范区位于安庆市大观区海口镇，地理坐标为
116°53′～117°00′E，30°25′～30°29′N。示范区共分
为 2 部分（图 1），主区位于海口镇南埂村南埂林场，
面积约 190 hm2，为江外滩，立地环境较为复杂，
包括沼泽湿地、芦苇地、滩涂疏林以及不同年份的
杨树人工林；次区位于海口镇新官洲林场，面积为
150 hm2，为江心洲，立地环境较为简单，主要为
2001 年造林林份。
1.1

图 1 抑螺防病林试验示范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ure 1 Sketch map of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region for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and disease prevention forest

研究样地特征
调查在示范区内有代表性的生境中进行（图
2），南埂林场包括 7 个样区，具体生境分述如下。
沼泽湿地：以草本植物为主，水域约占本样区
面积的 40%。一侧与 2006 年林相邻，另一侧靠近

1.2

a：沼泽湿地, marsh wetland；b: 滩涂疏林,beach open
forest；c: 芦苇地,reed field；d: 2008-2009 年林,forests planted
in 2008-2009；e:2006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6；f：2005
年林,forests planted in 2005；g：1989-1990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1989-1990
图 2 调查样地位置示意图
Figure 2 Sketch map of the investigated plots

2006 年人工杨树林：乔木较稠密，草本植物种
类丰富，但密度不及 1989－1990 年成熟林，无作物
种植。
2005 年人工杨树林：
与 2006 年人工杨树林相似。
1989－1990 年的人工杨树林：成熟林。植物群
落由乔木、灌木和草本组成，杨树高大稠密，灌木
稀疏，草本植物种类丰富。此外间作少量农作物。
新官洲林场为次区，区内乔木较稠密（2001 年
造林），草本植物种类丰富。

2

结果与分析

野外调查
于 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分季节对研究
样地中的鸟类种类和数量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样
带调查法，借助双筒望远镜，沿样带以 1.5 km·h-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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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步行观察，并记录各样带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调查在天气晴朗、少雾、无大风的情况下，分队同
步进行，每队 2 人，时间设在每日的上午 6:00-10:00
以及下午 15:30-19:00。鸟类活动高峰期以外的踏查
数据则作为定性研究的参考数据。样带大小设定为
长 500 m，宽 50 m。主区南埂林场共设置 26 条样
带（图 3），其中，杨树林生境各取 5 个样带，观察
两侧各 25 m 内的鸟类；沼泽湿地和滩涂疏林各取 2
个样带，沿堤坝行走观察一侧 50 m 内的鸟类；由于
芦苇地无法进入，所以根据情况设定 2 条样带，其
中，样带 1 为人为开设的小路，观察小路两侧各 25
m 内鸟类情况；样带 2 为沿江边和林缘设定，观察
芦苇一侧 25 m 内鸟类情况；对于次区新官洲林场，
同样选取一块面积大小相似的样地，设定 5 条样带，
长 500 m，宽 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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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量的百分比确定，大于 10%为优势种，1%～
10%为常见种，小于 1%为少见种。
鸟类密度公式为：D =N /LW，式中 D 为鸟类
种群密度（ind·ha-1）；N 为鸟类总数量（只）；L 为
样带总长度（m）；W 为样带宽度（m）。
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采用 Shannon-Wiener 指
数，其公式为：H = -∑piln(pi)，式中 H 为鸟类多样
性指数，pi 为第 i 个物种个体数与所有物种个体总
数的比值。
相似性系数采用 Jaccard（1901）系数，其公式
为：S = c/a+b-c，式中 S 为相似性系数，c 为两生境
共有的鸟类种数，a 与 b 分别代表两生境具有的鸟
类种数。
采用 SPSS17.0 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利用
Kolmogorov Smirnov Test 进行正态分布拟合，符合
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One-Way ANOVA，若不符合
正态分布则采用非参数的 Kruskal Wallis H 检验，
检验不同生境和不同季节鸟类多样性和食性集团的
差异。

3

调查结果

鸟类群落种类组成
安徽省长江中下游江河滩地抑螺防病林试验示
范区共记录到鸟类 84 种(附表)，隶属于 13 目 34 科，
其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 2 种：游隼（Falco
peregrinus）
、小鸦鹃（Centropus toulou）
；安徽省Ⅰ
级重点保护鸟类 12 种：四声杜鹃（Actitis hypoleucos ）、 大 斑 啄 木 鸟 （ Dendrocopos major ）、 家 燕
（Hirundo rustica）
、黑枕黄鹂（Oriolus chinensis）等；
安徽省Ⅱ级重点保护鸟类 4 种：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
、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
、棕
背伯劳（Lanius schach）
、红尾伯劳（Lanius cristatus）
。
示范区鸟类以雀形目鸟类最多，为 19 科 48 种，
占鸟种总数的 57.14%。其余各目鸟类组成分别为：
鸊鷉目（1 科 2 种）、鹳形目（1 科 8 种）、雁形目（1
科 1 种）、隼形目（1 科 1 种）、鸡形目（1 科 1 种）、
鹤形目（1 科 1 种）、鸻形目（4 科 9 种）、鸽形目（1
科 2 种）、鹃形目（1 科 5 种）、佛法僧目（1 科 2
3.1

图 3 样带布设示意图
Figure 3 Transect layout diagram

每次调查中每条样带进行 3 次重复调查，以重
复观测的平均值作为各样带和生境的统计数据。为
避免重复计数，由前向后飞的鸟类计数，由后向前
飞的鸟类不予计数。
2.2 数据分析
鸟类的分类、季节型的确定依据《中国鸟类分
类与分布名录》
（第 2 版）
。鸟类食性的确定依据《中
国经济动物志--鸟类》进行确定。依据鸟类取食的
主要食物资源[17-19]，将调查到的鸟类分为 6 类：1）
肉食性鸟，主要取食鱼虾贝类、两栖类以及其它小
型动物等；2）食谷鸟，主要取食谷物和植物种子；
3）食虫鸟，取食昆虫的比例大于 60%；4）食谷食
虫鸟，取食谷物和昆虫比例约各占一半；5）食果食
虫鸟，取食水果和昆虫比例约各占一半；6）杂食性
鸟，取食植物、动物、昆虫等多种食物。
鸟类数量等级划分采用 Berger-Parker 优势度
指数，以观察到的某物种数量占统计中遇到的鸟类

种）、戴胜目（1 科 1 种）
、形目（1 科 3 种）（图
4）。从居留型来看，以留鸟为主，有 35 种，占鸟类
总数的 41.67%，夏候鸟 20 种，冬候鸟 15 种，旅
鸟 14 种，分别占鸟类总数的 23.81%、17.86%和
16.67%（图 5）。
各生境中，以沼泽湿地鸟类种类最多为 51 种。
其中，沼泽湿地优势种类为斑嘴鸭和灰椋鸟（Stur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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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eraceus）；滩涂疏林为麻雀（Passer montanus）、
灰椋鸟、白头鹎（Pycnonotus sinensis）和黑领椋鸟
（S. nigricollis）；芦苇地以灰椋鸟、树鹨（Anthus
hodgsoni）和田鹀（Emberiza rustica）为优势种；
2008-2009 年林以丝光椋鸟（S. sericeus）和树鹨为
优势种；2005 年林以灰椋鸟和大山雀为优势种；
2006 年林为丝光椋鸟和大山雀（Parus major）；
1989-1990 年林为灰椋鸟和黑尾蜡嘴雀（Eophona
migratoria）
，新官洲的优势种类为白头鹎和大山雀。

图 4 抑螺防病林试验示范区鸟类组成
Figure 4 Composition of birds of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region for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and disease prevention forest

嘴鸭、小鸊鷉（Tachybaptus ruficollis）、凤头鸊鷉
（ Podiceps cristatus ） 和 水 雉 （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等，沼泽湿地紧邻居民区，以及包括八
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椋鸟、家燕和金腰燕
（Cecropis daurica）等经常出入居民区的鸟类。滩
涂疏林、芦苇地、2008－2009 年林、2006 年林、
2005 年林、1989－1990 年林和新官洲均以食虫鸟最
多（分别为 14、9、13、18、15、16 和 20 种），其
次为杂食鸟（分别为 10、7、7、10、10、10 和 7
种）；食谷鸟、食谷食虫鸟和食果食虫鸟在各生境的
比例相对较少，均不超过 5 种（图 6）。

I：食虫鸟；O：杂食性鸟；C：肉食性鸟；G：食谷鸟；
GI：食谷食虫鸟；FI：食果食虫鸟；a：沼泽湿地；b: 滩涂
疏林；c: 芦苇地；d: 2008-2009 年林；e:2006 年林；f：2005
林；g：1989-1990 年林；h：新官洲
I: insect-eating birds; O: omnivorous birds; C: carnivorous birds; G: grain-eating birds; GI: grain ＆insect-eating
birds; FI: fruit ＆insect-eating birds; a: marsh; b: beach open
forest; c: reed; d: forests planted in 2008-2009; e: forests
planted in 2006; f: forests planted in 2005; g: forests planted in
1989-1990; h: beach of xin’guan)
图 6 各生境鸟类食性集团组成
Figure 6 The birds feeding groups in all habitats

鸟类的数量分布
2011－2013 年间，各生境中鸟类种数和种群密
度有所变化（表 1）。其中，以沼泽湿地鸟类种类最
多为 51 种，并且水鸟种类最多达到 18 种，芦苇地
和 2008－2009 年林种类较少，分别为 26 种和 28
种，其他生境中鸟类种数变化不大，均在 30 种以上。
鸟类密度以滩涂疏林最高为 10.65 ind·hm-2，密度最
少的生境为芦苇地，只有 1.51 ind·hm-2。
研究表明，鸟类种类和密度在不同年间差异较
大。在种类上，2011－2012 年间调查的结果为 73
种，2012－2013 年调查结果为 65 种。除芦苇地生
境以外，各生境的鸟类种类均以 2011－2012 年间较
多。在密度的变化上，总密度随年季的变化不大，
但各个生境的鸟类密度随年季存在一定变化。其中，
沼泽湿地、芦苇地和 1989－1990 年林随年季的变化
密度减少，即 2012－2013 年季密度较低，其他生境
中鸟类密度均有所增加。树林生境中，随着林龄的
3.2

图 5 抑螺防病林试验示范区鸟类居留型组成
Figure 5 Bird inhabitation types in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region for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and disease prevention forest

食性集团以食虫鸟（32 种）种数最多，占总鸟
类种数的 38.1%，其次为肉食性鸟（20 种）和杂食
鸟（19 种），分别占总鸟类种数的 23.8%和 22.6%，
食谷食虫鸟（7 种）、食谷鸟（5 种）和食果食虫鸟
（1 种）种类较少，所占比例均低于 10%，但以食
果食虫鸟种类最少，占鸟类种数的 1.2%。其中，沼
泽湿地以食虫鸟（13 种）
、肉食性鸟（19 种）和杂
食鸟（13 种）为主，主要包括以鱼类贝类为食的鹭
科和鹬科等水鸟，依赖水生植物等营巢且取食水生
生物的鸟类，如黑水鸡（Gallinula chloropus）、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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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鸟类密度增大（表 2）。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各生境中鸟类密度存在显著性差异（F4.52=
3.182，P=0.021）。聚类分析结果将生境类型划分为
3 类，即沼泽湿地、滩涂疏林以及杨树林生境的
2008－2009 年林、2005－2006 年林和 1989－1990

生境
Habitat
沼泽湿地 Marsh
滩涂疏林 Beach open forest
芦苇地 Reed field
2008-2009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8-2009
2006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6
2005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5
1989-1990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1989-1990
新官洲 Beach of xin’guan
总计 Total

大

学

学

2014 年

报

年林，其中沼泽湿地具有较大独立性（图 7）。相似
性 系 数 显 示 ， 所 有 生 境 中 2008 － 2009 年 林 、
2005－2006 年林和 1989－1990 年林之间的相似性
系数最大（表 2）。

表 1 2011-2013 年间各生境鸟类的种类和密度
Table 1 The habitat type and density of the birds in 2011-2013
总种数/水鸟
密度/ind·hm-2
Total number of species/Water birds
Density
2011-2012
2012-2013
2011-2012
2012-2013
总计 Total
平均 Average
43/15
34/11
51/18
11.03
8.91
9.97
29/3
22/0
33/3
10.07
11.23
10.65
15/2
16/2
25/4
4.57
3.03
1.51
24/0

17/1

28/1

3.47

4.90

4.19

35/0

23/0

38/0

5.96

6.00

5.98

29/2

21/3

35/4

4.03

4.71

4.37

35/3

17/0

37/3

8.42

8.19

8.31

31/0
73/19

20/0
65/13

38/0
84/22

5.63
6.65

7.80
6.49

6.72
6.28

表 2 各生境鸟类的相似性
Similarities of birds between the habitats
生境
沼泽湿地
滩涂疏林
2008-2009 年林
Habitat
Marsh
Sparse forest
Forest in 2008-2009
0.440
滩涂疏林 Sparse forests
0.333
0.500
2008-2009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8-2009
0.305
0.370
0.553
2005-2006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5-2006
0.393
0.524
0.538
1989-1990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1989-1990
Table 2

2005-2006 年林
Forest in 2005-2006

0.605

多样性（表 3）。
全部生境的鸟类多样性以春季>夏季>秋季>冬
季，其中，沼泽湿地以夏季多样性指数最高，冬季
最低；滩涂疏林、2008－2009 年林、2006 年林和
2005 年林中多样性指数以春季最高，冬季最低；芦
苇地以春季最高，夏季最低；1989－1990 年林和新
官洲都以春季最高，秋季最低（表 3）。
图 7 各生境鸟类的聚类分析
Figure 7 Cluster analysis on birds from the habitats

鸟类的多样性及其季节变化
全年的鸟类多样性以沼泽湿地最高，以 2008－
2009 年林中鸟类多样性指数最低，为 0.77，新官洲
的鸟类多样性指数则相对较高，为 1.51。4 种树林
生境中，2008－2009 年林<2006 年林<2005 林=
1989－1990 年林。其中，在示范区主区中，春季以
滩涂疏林多样性指数最高，其次是沼泽湿地，夏季
和秋季均以沼泽湿地最高，冬季以 1989－1990 年林
最高，2008－2009 年林在各季节中均表现出最低的

4

抑螺防病林工程对鸟类群落的生态影响
及生态保护措施

3.3

4.1 生态影响
4.1.1 对鸟类种类及数量的影响 生境面积影响鸟
类多样性，水域影响水鸟的分布，水体面积及裸露
浅滩面积决定着水鸟的种类和数量，面积越大，容
纳的水鸟就越多[20-21]。长江中下游江河滩地营造抑
螺防病林以后，原有的景观格局发生了改变，形成
了杨树林，滩涂疏林和沼泽湿地等不同生境类型，
这一定程度影响着鸟类对各个生境的利用状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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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变化。
沼泽湿地各季节都有相对较大的水体，滩涂疏
林只有较少的沟渠，杨树林则为无水生境。由于水
鸟受水体面积和裸露浅滩面积的影响，因此各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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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中沼泽湿地中水鸟种类最多，且在全年的调查
中以夏季种类最多。芦苇地生境单一，吸引的鸟类
种类最少，鸟类密度也最低。3 种杨树林生境中，随
着林龄的增加，鸟类种类增加，密度也呈升高趋势。

表 3 各生境鸟类多样性（H）的季节变化
Table 3 Seasonal change of bird diversity in all habitats
生境 Habitat
沼泽湿地 Marsh
滩涂疏林 Thin forest of beach
芦苇地 Reed
2008-2009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8-2009
2006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6
2005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2005
1989-1990 年林 Forests planted in 1989-1990
新官洲 Beach of xin’guan
全部生境 All the habitats

春季 Spring
1.98
2.03
1.32
0.96
1.45
1.91
1.68
2.19
1.69

食物资源是影响鸟类数量和分布的决定因
[22]
素 。 食 物类 型 和 丰富度 影 响 鸟类食 性 集 团 组
成[23]。本研究中，沼泽湿地与滩涂疏林和 3 种杨树
林生境差异较大。湿地水域环境水生植物资源和无
脊椎动物等丰富，成为水鸟重要食物来源[24]。沼泽
湿地中生长着莲、芡实、菱等水生植物，且拥有丰
富的天然鱼虾贝类，吸引了鹭科、鹬科等肉食性鸟
类，因此水鸟种类最多，肉食性鸟类所占比例高。
通常陆生鸟类中最多的是食虫鸟，本研究食虫鸟在
各个生境中均占有相对较多比例。滩涂疏林和树林
生境中杂食鸟主要以常见的椋鸟、白头鹎居多，此
外，滩涂疏林、2008－2009 年林和 1989－1990 年
林中作物种植，也为杂食鸟提供了更多的食物资源。
4.1.2 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生境异质性是鸟类
群落结构的重要影响因子，鸟类多样性等会随着景
观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长江滩地人工干预后植
被形成的时间不同，呈现多样化生境类型。江滩沼
泽湿地生境既有水域，又与居民区和树林毗邻，生
境中涵盖了丰富的水生植被和多种草本，因此鸟类
种类、密度和多样性指数最高；滩涂疏林虽与居民
区和树林毗邻，但生境的复杂程度不及沼泽湿地，
以草本为主，辅以作物种植，呈现了相对低的多样
性，但密度上却高于其他生境。树林生境中鸟类多
样性指数变化趋势为 2008－2009 年林<2006 年林
<2005 年林<1989－1990 年林，主要在于随着林龄
的增大，林冠升高，盖度增大，鸟类多样性升高。
从相似性及聚类结果来看，沼泽湿地与其他生境差
异较大，鸟类群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而树林生境
之间植被结构相似，鸟类群落的相似性较高。
此外，生境异质性、植被差异以及迁徙等引起

夏季 Summer
2.12
1.06
0.99
0.78
1.22
1.33
1.21
1.51
1.28

秋季 Autumn
1.19
1.09
1.04
0.85
1.02
1.14
1.16
0.84
1.04

冬季 Winter
1.10
0.88
0.99
0.47
0.93
0.96
1.37
1.49
1.02

全年 Yearly
1.60
1.27
1.09
0.77
1.16
1.34
1.36
1.51

鸟类多样性的季节变化[25-26]。本研究中，所有生境
鸟类多样性以春季>夏季>秋季>冬季，但各生境中
并不一致。除了次区新官洲以外，春季鸟类多样性
以滩涂疏林和沼泽湿地较高，主要在于二者的生境
异质性较高，且与居民区相邻，部分迁徙鸟类如家
燕、金腰燕等频繁出入，增加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夏季和秋季均以沼泽湿地最高，主要在于夏秋季节
沼泽湿地水域环境优越，吸引较多的水鸟在此栖息
觅食，在数量和种类上比其他生境更多。冬季沼泽
湿地水域环境不占优势，而以 1989－1990 年林更为
复杂，因此鸟类多样性在 1989－1990 年林中最高。
4 个季节中，多样性均以 2008－2009 年林中最低，
一方面由于林龄小、林冠低、盖度小，另一方面作
物种植引起人类活动的干扰也可能成为多样性最低
的影响因素[27]。
4.1.3 生态影响评价结论 安徽省长江中下游抑螺
防病林试验示范区的建立，改变了原有的生境状况，
形成了自然生境和人工干预的不同生境类型，生境
改变的过程中导致了动物群落特别是鸟类群落多样
性的变化。原有的生境类型中，沼泽湿地和滩涂疏
林生境较为复杂，无论在种类还是多样性上都占优
势，相对于生境单一的芦苇地来说，则吸引容纳了
较少的鸟类。此外，水鸟多倾向于水域环境的沼泽
湿地，陆地鸟类存在于各生境类型，但随着生境复
杂程度的增加鸟类多样性等增大，特别是人工林生
境中随着林龄的增加容纳更多的种类和数量。
4.2 生态保护措施
4.2.1 景观保护措施 抑螺防病林是一种特殊用途
林，通过营林使原有的生态系统发生转变，从而改
变了生态系统中物种的组成与结构，尤其是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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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螺的生态环境，使其种群数量减少，从而减少寄
生于其上的血吸虫种群数量，达到了防治血吸虫病
的目的。因此，需要在预防和控制疫区血吸虫病发
生和蔓延的同时，改善长江滩地景观。如可通过挖
沟抬垄等措施增加沟渠等湿地景观，不仅能够有效
降低汛期林地内积水，还能增加鹭科等水鸟的栖息
环境；通过土壤翻耕、林下间种等措施增加农业景
观，不仅能改善林地单一的景观结构，还能直接干
扰影响钉螺孳生。
4.2.2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江滩造林与湿地保护
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矛盾的统一体，适度发展有
相互促进的效能，并使系统优化、协同发展。森林、
湿地都是生物多样性较高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高
低是衡量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标准[28]。因此，江滩
造林应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出发，建立水-洲-林
互为依存的湿地生态系统。生境异质性是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影响因子，生物多样性等会随着景观复杂
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构建多样化的生境能够
有效保证滩地的生物多样性。
抑螺防病林建设正是一项应地制宜地开展“宜
林则林、宜渔则渔”、立体复合多种效益并举、生态
和景观格局优化的利国利民的生态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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