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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丹顶鹤栖息地选择研究进展
张婷婷①② 彭昭杰② 周大庆②* 鲁长虎①*
①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 南京 210037；②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 210042

摘要：丹顶鹤（Grus japonensis）是我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本研究通过搜集和整理 2000 至 2017 年丹顶鹤栖息地选择和生境适宜性相关文献，分析了丹顶鹤在繁
殖期、迁徙期、越冬期的栖息地选择，发现丹顶鹤在这三个时期的最偏好生境均为芦苇沼泽或芦苇滩，
回避人为干扰较为严重的居民点、道路、盐田等生境。通过梳理丹顶鹤繁殖地、中途停歇地、越冬地
的栖息地变化及其原因，发现丹顶鹤栖息地变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以人为因素
为主。本研究希望为科学评价栖息地变化对丹顶鹤野生种群的影响、针对性地开展栖息地保护管理工
作、促进丹顶鹤野生种群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生境选择；人类活动；繁殖期；迁徙期；越冬期；丹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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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crowned Crane (Grus japonensis) is the first-class national protected animal in China and
listed as an “Endangered” species by IUC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habitat selection of Red-crowned Cranes
during breeding, migration and wintering periods by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f the literatures on their habitat
selection and suitability from 2000 to 2017 (Fig.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st preferred habitat in the
three periods was reed (Phragmites australis) marshlands instead of settlements, roads or salt fields with
serious human disturbance (Fig. 2﹣4). Moreover, by analyzing habitat changes in their breeding, stopover,
and wintering habitats, it was found that those changes of Red-crowned Cranes resulted both from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and mainly from the latter. This study aims at providing a basis for scientifically
evaluating impacts of habitat changes on wild Red-crowned Cranes, carrying out targeted habitat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s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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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亦称生境，是指生物的居住环境，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辽河口保护

即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能在其中完成其全部

区”）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

生命过程的生存空间（Yang et al. 2000，曹铭昌

下简称“黄河三角洲保护区”），越冬地主要有

等 2016）。栖息地分为宏栖息地和微栖息地，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

其中宏栖息地包括一个种的地理分布区和地理

称“盐城保护区”）
（Su et al. 2012）
。目前，全

分布区内某一个体或社群的家域，微栖息地则

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约 3 050 只（Birdlife

包括在家域范围内动物所选择使用的不同生境

International 2017），岛屿种群和东部种群数量

类型以及在确定的取食点中所能提供的实际环

不断上升，而西部种群数量却呈现下降的趋势

境条件（Johnson 1980）
。栖息地是鸟类生活和

（吕士成等 2017）；栖息地变化被认为是丹顶

繁殖的场所（楚国忠等 1993）
，能够提供食物、

鹤西部种群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冯晓东

躲避敌害和不良气候等；栖息地质量的优劣会

2013）
。

直接影响鸟类的数量、地理分布、繁殖成功率

我国丹顶鹤栖息地选择研究较多，涵盖了

和雏鸟存活率等（Cody 1985）
。因此，栖息地

繁殖期、迁徙期和越冬期，涉及东部种群和西

在鸟类生活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何

部种群及其宏栖息地与微栖息地选择。本文重

选择栖息地一直是鸟类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点分析我国丹顶鹤在生活史不同时期对宏栖息

丹顶鹤（Grus japonensis）是世界上现存

地的选择，并探讨丹顶鹤偏好生境的变化及其

15 种鹤类之一（马志军等 1998）
，被列入世界

原因，为科学评价栖息地变化对丹顶鹤野生种

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皮书并被定

群的影响、针对性地开展栖息地保护管理工作、

为濒危物种（IUCN 2017）
，同时也是我国Ⅰ级

促进丹顶鹤野生种群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依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处于湿地生态系统

据。

食物链的顶层，是湿地环境动态变化的生物指
示种（郑作新 1980，李明阳等 2012）
，业已成

1

研究方法
基于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和维

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之一。野生
丹顶鹤分为岛屿种群和大陆种群。其中，岛屿

普网（http://www.cqvip.com/）中文期刊数据库，

种群为留鸟，仅分布在日本北海道（Su et al.

将“丹顶鹤”分别与“栖息地选择”、“生境

2012）
；大陆种群为迁徙种群，主要在俄罗斯西

选择”、“生境适宜性”组成双关键词组进行

伯利亚东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繁殖。根据越冬

检 索 ； 基 于

区的不同，大陆种群又分为东部种群和西部种

（http://isiknowledge.com）英文期刊数据库，

群，其中，东部种群在三江平原、乌苏里江流

将

域和兴凯湖湿地繁殖，在朝鲜半岛中部越冬；

japonensis” 分 别 与 “habitat selection” 、

西部种群在黑龙江中游俄罗斯一侧、松嫩平原

“habitat suitability”组成双关键词组进行检

和达乌尔地区繁殖，主要在江苏盐城滨海湿地

索。检索时间段均为 2000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越冬，繁殖地主要有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

月。为增加结果的科学性，通过进一步筛选确

护区（以下简称“扎龙保护区”）
、吉林向海国

定后续分析文献库，筛选标准为：① 丹顶鹤栖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向海保护区”）

息地选择或生境适宜性方面的定量化研究；②

等，中途停歇地主要有辽宁辽河口（双台河口）

具有实地调查相关数据支撑；③ 中文论文发表

ISI

“Red-crowned

Web

of

Crane”

Knowledge
或

“G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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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巢址提供遮蔽（张艳红等 2009）
。研究表明，

经检索，初步确定符合要求的文献 206 篇，

苇丛高度直接体现着巢址隐蔽状况，而隐蔽程

其中，中文文献 184 篇，英文文献 22 篇。经筛

度对丹顶鹤繁殖前期的觅食和孵化非常重要，

选，60 篇文献被纳入后续分析文献库，其中，

直接影响繁衍后代成功率（汪青雄 2008）。江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48 篇（占总数 80%），SCI

红星等（2009）、秦喜文等（2009）、王志强等

论文 12 篇（占总数 20%）
。就生活史不同阶段

（2009）通过对丹顶鹤繁殖期栖息地适宜性评

而言，有关丹顶鹤繁殖期和迁徙期栖息地选择

价后发现，芦苇沼泽是丹顶鹤主要的繁殖生境，

的论文均为 25 篇，分别约占总数的 42%；有

其次为苔草（Carex spp.）沼泽、香蒲（Typha

关丹顶鹤越冬期栖息地选择的论文有 10 篇，约

orientalis）沼泽、漂筏苔草（C. pseudo-curaica）

占总数的 16%。就论文数量而言，2009 至 2017

沼泽、草甸草原等（图 2a）
。

年有关丹顶鹤栖息地选择的论文数量是 2000

丹顶鹤是对外界干扰（尤其是人类活动）

至 2008 年的 3 倍，大幅增加。相较于繁殖期和

非常敏感的大型水禽（郑作新 1980，李明阳等

迁徙期，近年来对丹顶鹤越冬期栖息地选择的

2012）。虽然向海保护区核心区的耕地面积较

关注度明显提升（图 1）
。

小，但频繁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农药使用仍会对

2

其相邻沼泽内丹顶鹤的活动甚至生存造成威胁

丹顶鹤栖息地选择

（张艳红等 2006，2009）。因此，丹顶鹤的繁

2.1 繁殖期栖息地选择

殖生境（巢区）多选择在远离干扰的开阔区域，

丹顶鹤在繁殖期以家庭或个体为单位，彼

典型的回避生境类型有居民点、耕地、道路、

此间互相排斥，并以巢址为中心形成了固定的

堤坝、正在修建的水库水渠等（袁力等 2009，

家域（王志强等 2010a）
。依据这一生态习性，

张艳红等 2009，周海涛等 2016）
（图 2b）；其

丹顶鹤巢址的分布能较好地反映其繁殖期对栖

中，巢址与道路、水渠及耕地的距离一般不小

息地的选择。

于 500 m，与居民点的距离一般不小于 1 000 m

在扎龙保护区，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
沼泽是丹顶鹤主要和优先选择的繁殖区域（Wu

（李凤山等 2007，刘会玉等 2007）
。
2.2 迁徙期栖息地选择

et al. 2011）
，一方面能为丹顶鹤的栖息提供充

鸟类的迁徙是指鸟类种群在其繁殖区和越

足的食物来源（郭殿繁等 2015），另一方面可

冬区之间所进行的一种大规模的、有规律的、

图 1 2000 年至 2017 年丹顶鹤繁殖期、迁徙期和越冬期栖息地选择的论文数量
Fig. 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volving breeding, migration and wintering habitat selection of Red-crowned
Crane in 2000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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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丹顶鹤繁殖期主要的适宜生境（a）和回避生境（b）类型以及支持相关结果的论文数量
Fig. 2 Main suitable (a) and avoidant (b) habitat types of Red-crowned Crane in breeding period and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supporting the relative conclusions
芦苇沼泽. Phragmites australis marshland；苔草沼泽. Carex spp. marshland；草甸草原. Grassland；香蒲沼泽. Typha orientalis marshland；
漂筏苔草沼泽. Carex pseudo-curaica marshland；居民点. Settlement；道路. Road；耕地. Farmland；堤坝. Dam；水库水渠. Reservoir and canal。

广泛的和季节性的运动（郑光美 2012）
。对处

中觅食。赵晓旭（2012）通过分析黄河三角洲

于迁徙状态的候鸟而言，中途停歇地最主要的

地区丹顶鹤生境动态变化发现，丹顶鹤的适宜

贡献是提供充足的能量补充，以利于候鸟继续

生境包括高盐碱滩涂、翅碱蓬滩涂、芦苇沼泽、

迁徙，顺利到达繁殖地或迁徙的终点（马志军

草甸、灌草丛、人工盐沼、农田，其中芦苇沼

等 2005，Jiang et al. 2011）
，丹顶鹤亦是如此。

泽和翅碱蓬滩涂为最适宜生境。

在迁徙期，能否有效获得充足的食物补给，直

在迁徙期，丹顶鹤对居民点、乡镇等人口

接关系到丹顶鹤能否顺利抵达越冬地。因此，

密集区、农田、林地、靠近油井和道路等受人

适宜的中途停歇地至关重要。

为干扰比较严重的生境类型具有回避性（图

迁徙期丹顶鹤偏好远离人类干扰、有浅水

3b）。辽河口和黄河三角洲保护区作为丹顶鹤最

域分布的、植被覆盖率较低的地区（舒莹等

重要的中途停歇地，分别拥有全国第三大油田

2004，2006，黄翀等 2009），因此芦苇沼泽、

辽河油田和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保护与开发

翅碱蓬（Suaeda salsa）沼泽、芦苇草甸、滩涂、

矛盾突出。湿地内油田占地广，外加一系列的

柽柳（Tamarix chinensis）-芦苇灌丛等均为适

勘探、打井等作业破坏了附近的芦苇沼泽、滩

宜生境类型（图 3a）
。次适宜生境类型包括盐

涂等自然生境，严重影响丹顶鹤的生存（孙猛

田、虾蟹田、水库、潮下带裸滩涂等。吴庆明

等 2012）。吴庆明等（2013）在辽河口保护区

等（2013）在辽河口保护区对丹顶鹤觅食栖息

调查中发现，丹顶鹤均采取远离的方式回避油

地开展多尺度选择研究后发现，迁徙期丹顶鹤

田、居民区等强干扰因子和道路等弱干扰因子，

偏好选择芦苇沼泽生境（90.0%）
，偶尔选择泥

其中，与油田保持在 2 km 以上距离，与居民区

滩、草甸等生境。曹铭昌等（2010）在黄河三

保持在 1 km 以上，与道路保持在 300 ~ 500 m

角洲保护区的观测研究表明，丹顶鹤偏好选择

距离。宋晓龙等（2009）通过评价黄河三角洲

芦苇沼泽、翅碱蓬滩涂等湿地植被类型；食物

保护区的生态敏感性发现，部分农田、林地、

匮乏时，丹顶鹤还会选择到盐田、虾池、滩涂

道路附近、油井等人为干扰严重的地区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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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丹顶鹤迁徙期主要的适宜生境（a）和回避生境（b）类型以及支持相关结果的论文数量
Fig. 3 Main suitable (a) and avoidant (b) habitat types of Red-crowned Crane in migration period and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supporting the relative conclusions
芦 苇 沼 泽 . Phragmites australis marshland ； 翅 碱 蓬 沼 泽 . Suaeda salsa marshland ； 滩 涂 . Mud flat ； 柽 柳 - 芦 苇 灌 丛 . Tamarix
chinensis-Phragmites australis shrubland；芦苇草甸. Phragmites australis and meadow；道路. Road；农田. Farmland；油田 Oil field；建筑用
地. Construction area；林地. Woodland。

丹顶鹤生存。

足的食物以度过寒冷的冬季，越冬期丹顶鹤会

2.3 越冬期栖息地选择

选择在一些平时干扰程度较高但冬季却少有人

盐城保护区是丹顶鹤西部种群最主要的越

类活动的区域觅食，如农田、水产养殖塘等。

冬地。在盐城保护区，丹顶鹤优先选择人类干

越冬期丹顶鹤较少选择盐田、居民地、道

扰相对较小、有水域分布、动物性食物占主导

路、建筑用地、泥滩等生境（图 4b）。吴海杰

地位的芦苇滩和碱蓬滩等原生生境。芦苇滩水

（2013）认为，大量的道路、居民点的修建是

源丰富，易于隐蔽，且可避风寒，丹顶鹤对其

导致丹顶鹤适宜生境破碎化严重的主要原因。

偏好程度较大（董科等 2005）；碱蓬滩食物丰

欧维新等（2014）也发现，丹顶鹤所受到的干

富，植被盖度低，易于取食（杨波 2008）。较

扰主要来自于人类活动，而且盐田、建筑用地

适宜的生境类型有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所产生的干扰同样降低了越冬地生境质量。

滩、水产养殖塘、农田等（图 4a）
。在越冬期，
食物是影响丹顶鹤生境选择的最主要因子（舒
莹等 2006，杨波 2008）
。近年来，盐城保护区

3

丹顶鹤栖息地变化及原因

3.1 繁殖地变化及原因

内原生生境可利用食物量大幅减少，例如，杨

总体上，近年来丹顶鹤高质量繁殖生境面

波（2008）发现 1992 至 2006 年盐城保护区核

积不断减少，空间聚集性减弱，破碎化趋势增

心区和缓冲区内丹顶鹤可利用食物量下降了

强。以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扎龙保护区

25.32%，夏欣（2013）也发现 2000 至 2010 年

为例，从生境质量来看，1996 年质量好、质量

盐城保护区芦苇滩、碱蓬滩内可利用食物量分

中等、质量差的丹顶鹤繁殖生境面积分别占整

别减少了 0.42

个保护区面积的 6.11%、16.25%、77.64%（李

× 106

kg、6.6

× 106

kg。为获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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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丹顶鹤越冬期主要的适宜生境（a）和回避生境（b）类型以及支持相关结果的论文数量
Fig. 4 Main suitable (a) and avoidant (b) habitat types of Red-crowned Crane in wintering period and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supporting the relative conclusions
芦苇滩. Phragmites australis marshland；碱蓬滩. Suaeda salsa marshland；米草滩. Spartina alterniflora marshland；农田. Farmland；水产养
殖塘. Aquaculture pond；盐田. Salt field；建筑用地. Construction area；泥滩. Mud flat；道路. Road；居民点. Settlement。

明阳等 2012）。此后，生境质量由适宜向非适

人为因素方面，朱丽娟等（2008）、张艳红

宜转化，适宜生境空间分布由均匀向斑块化转

等（2009）、李明阳等（2012）发现，相较于自

化，到 2004 年质量好、质量中等的生境面积减

然因素，适宜生境变化最主要还是人为活动干

少到 3.24%、10.66%，不适宜生境面积上升至

扰所致。湿地资源被掠夺式的开发、过度垦荒

86.10%（王志强等 2010a，b，李明阳等 2012）
。

和放牧，以及大量水利工程和铁路高速公路的

丹顶鹤繁殖地栖息地变化与自然因素、人

修建，严重破坏了湿地原始景观格局及水文状

为活动等密切相关（李明阳等 2012）。其中，

况，导致湿地干涸，逐渐演替为干草甸甚至为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水环境的变化、天然降水的

盐碱地（赵建军等 2009）。当地农民掠夺式的

减少、景观连接度和景观斑块间的渗透性等；

收割芦苇以及无控制的放火烧荒，导致丹顶鹤

人为因素主要包括水利工程和道路的建设、居

缺少隐蔽的栖息场所（周海涛等 2016）。这些

民点和耕地面积的扩张、湿地围垦、捕鱼等。

因素都严重威胁着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及丹顶鹤

近十几年来，随着区域气候变化影响，水文格

栖息环境。2000 至 2004 年，扎龙保护区沼泽

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水环境的变化导致湿

湿地面积减少了 3 670 hm2，其中部分沼泽湿地

地生态功能减弱，直接影响丹顶鹤的生存和繁

被围垦成农田，而耕地、居民工矿用地分别增

殖（佟守正等 2008）。钱法文（2005）认为天

加了 1 658 hm2、56 hm2（袁力 2008）；王磊

然降雨的减少和不合理的拦水是导致内蒙古东

（2014）认为虽然 2004 至 2013 年扎龙保护区

部湿地和松嫩平原湿地水位急剧下降的直接原

丹顶鹤适宜繁殖生境总面积有所增加，但其中

因。就景观连接度而言，由于呈孤岛状散布的

最适宜生境的面积减少了 1.29%，这很可能是

适宜生境斑块间的景观连接度水平较低，导致

人为干扰造成的。

大部分适宜生境斑块实际上无法被丹顶鹤利

3.2 中途停歇地变化及原因

用，成为不可利用栖息地（朱丽娟等 2008，
Na et al. 2015）
。

随着中途停歇地生境破碎化程度不断升
高，适宜丹顶鹤栖息的生境面积不断减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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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生境面积逐年增加，生境质量总体呈下降

生境；丹顶鹤适宜生境面积持续下降，盐田和

趋势。林和山等（2012）发现，由于过度围垦

水产养殖塘等补充生境及非生境面积大幅度增

开发，辽河三角洲滨海自然湿地面积在 1988

加。

至 2007 年间减少了 11 072

1988 年的

根据盐城保护区土地利用转化模式推断，

7.43%；其中，碱蓬湿地面积减幅最大，减少

人类生产活动和湿地开发是导致丹顶鹤越冬栖

了 2 440

hm2，占

hm2，而水产养殖场增加了

9 359

hm2。

息地丧失和质量退化的主要原因。受大规模、

黄河三角洲地区为丹顶鹤迁徙越冬提供了优良

高强度、多类型的围垦开发、建养殖塘、将滩

的栖息环境，其综合生境格局在 1986 至 2007

涂改造为水田等人类活动影响，盐城保护区丹

年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不适宜生境面积增加，

顶鹤越冬生境面积急剧减少，生境破碎化加剧，

由 1986 年的 48.64%增加到 2007 年的 64.73%；

丹顶鹤越冬分布格局由过去的连续分布变成目

适宜生境面积减少，由 1986 年的 51.39%减至

前的点状分布，栖息生境也逐渐由原生湿地转

2007 年的 35.04%（李祥 2010）
。

为人工和半人工湿地（吕士成 2008，2009，

舒莹等（2004）
、胡远满等（2004）、李若

Liu et al. 2013）。此外，互花米草大面积扩张也

楠等（2012）均明确提出，人类活动是导致丹

是影响丹顶鹤越冬生境变化的重要原因（刘大

顶鹤迁徙期适宜生境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随

伟等 2016）
。1992 年，互花米草只在盐城滨海

着人工建筑的逐渐增加，适宜生境面积不断减

湿地部分区域呈分散的斑块状分布，到 2007

少，栖息地破碎化程度加剧，对丹顶鹤的生存

年互花米草沼泽景观已经演变为连续、带状分

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李祥 2010），尤

布的整体，互花米草沼泽面积不断增加，其面

其是油井和道路建设。芦苇沼泽和翅碱蓬滩涂

积从 1992 年的 3 561 hm2 上升到 2007 年的

是丹顶鹤最适宜的生境类型（黄翀等 2009），

14 491 hm2，增幅达 306.94%，而且这种扩张趋

而油井及其配套道路通常也建于其中，从而导

势还在继续（刘春悦等 2009）。互花米草在生

致丹顶鹤适宜栖息地减少；另外，道路将原有

长稳定期盖度可达 100%，不适宜丹顶鹤栖息

的连续生境不断分割，引起一定范围内栖息地

（陈一宁等 2005）；同时，互花米草扩张能加

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生境质量明显降低。虽然

速滩涂成陆的进程，进而影响到依赖草滩、苇

人类活动对丹顶鹤的适宜生境会产生一定的负

滩等生境的丹顶鹤（Liu et al. 2013）
。

面影响，但有些人为活动，如虾蟹田和苇田开

值得关注的是，黄河三角洲保护区丹顶鹤

发等，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可以被迁徙期丹

越冬种群不断增加，2016 至 2017 年越冬季达

顶鹤利用，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颜忠诚等

到 137 只（新华社 2016）
，已成为我国第二大

1998）
。

丹顶鹤越冬地，保护价值很高。但是，截至目

3.3 越冬地变化及原因

前黄河三角洲保护区作为丹顶鹤越冬地的栖息

近年来，受湿地围垦、填海造陆、互花米

地选择研究很少（王兵兵 2012），亟需摸清黄

草入侵等影响，丹顶鹤越冬栖息热点地区——

河三角洲保护区丹顶鹤越冬种群不断增加的原

盐城滨海湿地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发生了显

因及其面临的威胁因素，为相关保护工作提供

著变化。其中，1991 至 2010 年自然湿地面积

依据。

逐年持续减少，人工湿地面积持续增加，非湿
地面积总体上亦呈上升趋势（欧维新等 2014）
。
欧维新等（2014）
、曹铭昌等（2016）研究发现，
自然湿地大面积被转变为人工湿地以及非湿地

4

展望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对丹顶鹤就

地保护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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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满足其对食物资源的需求。

保护区（苏化龙等 2000，徐海根等 2003，田

（4）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的

秀华等 2006，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

监督管理。Harris 等（2013）总结了野生丹顶

2014）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本世纪初，保护区

鹤种群减少的原因，涉及开发建设活动主要包

网络的建立为我国丹顶鹤种群的恢复和壮大发

括两方面，一是水坝建设和水源分流导致湿地

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在人为干扰、

的补给水量、补水时间、水质等发生变化，从

自然因素等影响下，丹顶鹤的适宜生境持续丧

而导致丹顶鹤生境质量大幅下降和湿地火灾频

失和退化，西部种群数量不断减少。根据 2000

发，二是湿地围垦（主要转变为农业用地）及

至 2015 年丹顶鹤重要繁殖栖息地变化的整体

经济开发导致原有的栖息地不再适合丹顶鹤的

研究，耕地扩张和沼泽湿地萎缩业已成为丹顶

生存。应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
《环境保护法》

鹤重要繁殖栖息地面临的主要威胁，东部种群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

繁殖栖息地的恶化程度比西部种群更为严重，

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的监督管

需引起高度关注（张婷婷等 2019）。如何保护

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开发建设活动，对丹顶

好丹顶鹤赖以生存的湿地生境，维持和复壮丹

鹤适宜的禾草滩（主要由荆三棱 Bolboschoenus

顶鹤野生种群数量，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yagara 和糙叶苔草 Carex scabrifolia，或獐毛

综上所述，关于丹顶鹤研究、保护和管理问题，

Aeluropus sinensis 、 大 穗 结 缕 草 Zoysia

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macrostachya 和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等组

（1）进一步加强丹顶鹤野生种群数量、分
布格局等基础调查研究。针对丹顶鹤野生种群

成）
、芦苇滩、碱蓬滩等原生生境实施更严格的
保护。

数量时效性不足，不准确、甚至不真实的现状，

（5）科学评估丹顶鹤种群下降原因。我国

采用样线（点）法、无人机调查等，引入第三

丹顶鹤野生种群减少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栖

方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或非政府组织，定期开

息地变化、持续增长的圈养种群对野生种群的

展繁殖地、中途停歇地或越冬地的丹顶鹤数量

侵蚀（Zhou et al. 2016）、盗猎毒杀（周大庆等

同步调查，并详细记录分布点位、生境、行为

2014）等直接人为干扰以及气候变化（李明阳

等信息，以及时掌握丹顶鹤野生种群数量、分

等 2012）等。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分析

布、动态变化等，为丹顶鹤保护提供第一手真

各种因素对丹顶鹤野生种群的影响程度以及各

实数据。

因素的主次关系，而这对于提出切实有效的保

（2）深入开展丹顶鹤生境适宜性研究，明

护措施而言非常重要。下一步，应着力评估各

确适宜生境分布。基于实地调查、遥感等多种

个因素对野生丹顶鹤种群的影响权重，并提出

手段，掌握湿地动态变化；继续深入系统地开

相应的保护和管理建议，为有效抑制丹顶鹤种

展丹顶鹤生境适宜性研究，明确繁殖期、迁徙

群的持续下降提供技术支撑。

期和越冬期丹顶鹤适宜生境的空间分布，为核
心区域保护、生态廊道构建等提供科学依据（曹
铭昌等 2010）
。
（3）开展湿地恢复。通过生态修复和自然
恢复相结合的手段，对丹顶鹤生境开展生态恢
复工作。湿地恢复应有助于提高丹顶鹤适宜生
境的面积和连接度，最大程度降低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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