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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湿地公园具有与湿地类似的生态功能和典型特征，对城市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不同地区的城市湿地公园进行研究，包括不同气候类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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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份和面积大小等不同方面，并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特别是鸟类栖息地进行了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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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类分析。通过文献研究、数据统计和比较分析，探索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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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的基本组成及其相关性。本文写作目的是建立适当的城市湿地公园栖息地评估
标准，支持生态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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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wetland parks, with similar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etland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urban area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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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o the wildlife habitats, especially avian habitats. It has explored the basic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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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湿地公园相关概念辨析
城市湿地公园目前由住建部审批，从 2005 年山东省荣成市桑沟湾城市湿地
公园被批准为首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以来，截至 2018 年初，住建部已批准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 58 个。明确城市湿地公园的定义，分析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
特征，有利于科学地建设城市湿地公园，推动中国城市湿地公园的健康持续发展。
《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准》（LY/T1754-2008）中指出湿地公园是指拥有
一定的规模和范围，以湿地景观为主体，以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为核心，兼顾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展示、科普宣教和湿地合理利用示范，蕴涵一定文化或美
学价值，具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可供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和生态旅游，并予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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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保护和管理的湿地区域。《城市湿地公园

标准将公园划分为小型（≤ 50hm2）、中型

3 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基本特征

规划设计导则》（建城 [2017] 63 号）中对城

（50~200hm2）和大型（≥ 200hm2），统计的

3.1 城市湿地公园植物种类特征

市湿地公园的定义为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

51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中，最小的国家城市

1）植物种类构成特征。

以保护城市湿地资源为目的，兼具科普教育、

湿地公园为广东省湛江市绿塘河城市湿地公园

作为生态系统的建设者，植物为湿地内

科学研究、休闲游览等功能的公园绿地，指

以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群力城市湿地公园，两

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地、食物等资源 [4]。统计的

出城市湿地公园不同于湿地自然保护区或其

者的公园面积均在 34hm2 左右，而中国最大的

27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中过半数的公园其植

他水景公园，是一种公园类型。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为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湖青

物种类在区域的占比在 5%~15% 之间，总体

湿地公园和城市湿地公园在主管部门、

2

山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其面积约 35 680 hm 。

的平均占比为 11.44%。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

管理主体、客体、主导功能、保护程度和资

2）核心区占比。

红树林城市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占全省植物

金来源等方面都有较大不同。城市湿地公园

《 城 市 湿 地 公 园 设 计 导 则》（ 建 办 城

种类的比值仅为 4.01%，但其红树植物在沿海

分布在城市的规划区范围内，可归类为《城

[2017] 63 号）指出公园应进行合理分区，至少

湿地植物群落中具有典型性，形成了独特的

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分类中的

包括生态保育区、生态缓冲区及综合服务与管

形态结构和生理生态特性 [5]，对维护区域生物

G1 公园绿地分类下的 G139 其他专类公园，

理区。不同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核心区占比差

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而湿地公园通常为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 EG

异较大（表 1），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公园内

2）水生植物占比特征。

区域绿地。本文以住建部审批的国家城市湿

的湿地是高海拔、高纬度地区富有特色的湿

14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中，约半数的国家

地公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讨论。

地系统，为保证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额

城市湿地公园水生植物种数占全园植物种数的

尔古纳湿地公园的核心区占比高达 83.88%。

10%~20%，整体差异较大，其中绿塘河国家城

2 中国城市湿地公园资源分类与基本
特征

3）湿地率。

市湿地公园的水生植物占比高达 64.14%，新疆

湿地率即城市湿地公园内湿地面积占公

青格达湖湿地公园的水生植物占比则为5.37%。

园总面积的百分比。本研究采用《湿地公约》

2.1 城市湿地公园的湿地资源分类
[1]

中国的湿地分类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根

关于湿地的广义定义，湿地面积也依照该定

据湿地资源类型对现有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进

义的标准进行计算。统计的 44 个国家城市湿

行划分，可分为河流型、湖泊型、河口海岸型、

地公园中，大多数湿地率在 30%~50% 之间。

人类活动成因型以及河流、湖泊、沼泽及人工
[2]

水库复合型五大类 。58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3.2 城市湿地公园鸟类种类特征
1）鸟类种类占比。
城市鸟类对园林栖息地具有较强的选择
[6]

性 ，27 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中，10%~30%

4）绿地率。

的公园鸟类种类在全省中的占比超过 50%，总

本文所研究的绿地率是指绿地面积占公

体平均占比为 27.14%。辽宁铁岭莲花湖城市

中，河流型与湖泊型占比达 56%（图 1）。

园总面积之比，其中的绿地，既包括了一般

湿地公园位于东亚地区候鸟迁徙飞行路线上，

2.2 城市湿地公园的重要指标

意义上的陆生植物绿地面积，还包括了湿地

鸟类资源十分丰富，有 223 种鸟类，占全省鸟

植物面积，即将湿地面积也纳入了绿地面积。

类种数之比高达 53.35%。

1）占地面积。

对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绿地占比情况进行抽

2）湿地鸟类种类占比。

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 。参照《城市湿地

样统计，随机选取的 7 个公园的指标全部达到

湿地鸟类是湿地中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

公 园 管 理 办 法》（ 建 城 [2017] 222 号） 中 的

了 85% 以上（表 2）。

公园面积与城市鸟类种类丰富度之间
[3]

物种类，也是湿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表 1 部分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核心区占比统计

表 2 部分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绿地率统计

Tab. 1 Proportion statistics of some national urban

Tab. 2 Statistics of some national urban wetland park green rate

wetland park core areas

1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不同湿地资源类型比重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wetland resources in national
urban wetland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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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名称

绿地率 /%

序号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名称

核心区占比 /%

1

浙江省绍兴市镜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87.00

1

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公园

83.88

2

辽宁省铁岭市莲花湖城市湿地公园

86.80

2

北京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28.66

3

山东省东营市明月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85.30

4

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95.00

5

安徽省淮南市十涧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97.00

6

山东省临沂市滨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97.90

7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群力城市湿地公园

94.85

3
1

序号

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

20.33

4

无锡长广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7.50

5

广东东莞城市湿地公园

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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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城市湿地公园生境营建
Tab. 5 Habitat construction in urban wetland parks based on biodiversity
生境类型

适宜鸟类生态类型

水域

游禽

不同取食习性的游禽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对水体深度的要求也不同

孤岛

游禽

挺水植物丰富、岸线曲折的岛屿是适宜的栖息环境

浅滩沼泽

涉禽、游禽

草地

涉禽、陆禽、鸣禽

林地

陆禽、鸣禽、攀禽

9

生境营建

浅滩沼泽可为水鸟提供大量动物性食物，布满挺水植物的泥滩也是涉禽的隐蔽场所
草地昆虫较多，主要以低矮的草甸植物为主，受涉禽、陆禽和鸣禽喜爱，但隐蔽性较差，
对人类侵扰较为敏感的鸟类则不栖息于此

林地的空间较为隐蔽且食源充足，是适宜陆禽、鸣禽、攀禽的栖息场所

9 不同地理区划代表性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鸟类的居留类型
Bird residence types in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urban wetland park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zones
10 不同地理区划代表性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鸟类的生态类型
10

数的比例的 10%~25%。
除上述基本的控制指标之外，通过前文

Bird ecological types in representative national urban wetland park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zones

类对夜栖环境的要求应注意市政配套灯光照
明的强度和广度。

注释：
所有图表均为作者自绘。

的案例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些可纳入城市湿地
公园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的新增指标，如针对

7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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