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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被覆盖率高的线性公园，可作为鸟类的迁徙途径和栖息之所，并猜测其可作为生态廊道的一部分，适宜的
营造植物景观、提升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对保护鸟类多样性有促进作用。因此，采用标准取样法对北京城市线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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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进行研究，提取可能影响鸟类多样性的植物群落因素、植物生境因素，对提高鸟类多样性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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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主要表明，在线性公园绿地宽度 30~200m 内，随着宽度的增加，鸟类的数量有所提高；含有不同类型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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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境的线性公园绿地，对鸟类目标种的吸引力不同，植物生境类型数较多样的线性公园绿地具有较高的鸟类目标
种吸引力；不同的鸟类目标种偏好在不同的树种上进行活动。
关键词：风景园林；线性公园；植物景观；鸟类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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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线性公园绿地作为城市居民的重要活动

鸟类对人类的价值是必要的，找到人类利益的解决

场所，具有游憩和观赏功能，同时其线性的形态

方法才具有可实施性。研究根据鸟类群落的具体特

与生态廊道的线性形态十分吻合，猜想其具有与

征，并且参考保护生物学中目标物种的含义，选择

生态廊道相似的生态功能，如将破碎的绿地斑块

常见的鸟类物种，即适应城市环境，在城市公园中

连接沟通，促进斑块间物质、能力的交流，为生

较为常见且数量较为稳定的一类鸟类物种作为目标

物（如鸟类）提供栖息环境，维护物种的多样性，

物种。此类鸟类，由于在数量上的优势，对于一般

尤其是鸟类多样性。

城市居住者而言，是城市居住者在日常生活中较为

为每一种鸟类营造生境并不具有可行性，因

常见的物种之一，它们充当“情感的使者”，联系

为鸟类分类群栖息的植被生境各不相同，因此分析

着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感情，承担着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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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交流的责任 [1]。

表 1 北京城市线性公园绿地调查统计

根据王鲁静和黄越等人对北京市城市公
园绿地鸟类的观察数据显示，北京城市公园
鸟类群落的物种数量结构呈现极化分布，排
前 15 位的种类数量总和占总数量的 94.35%，
分 别 为： 麻 雀（Passer montanus ）、 灰 喜 鹊
（Cyanopica cyanus ）、 喜 鹊（Pica pica ）、 家 燕
（Hirundo rustica）、普通楼燕（Apus apus ）、燕雀

Tab. 1 Statistics of urban linear parks in Beijing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样地
元大都遗址公园
明城墙遗址公园
皇城根遗址公园
马甸公园
菖蒲河公园
清华东路带状公园
东二环内侧朝阳门街旁绿地
复兴门内大街街旁绿地

建设年份
1988
2002
2000
2003
2002
2009
—
—

长度 /m
1 840
1 340
2 360
650
523
950
295
470

宽度 /m
120
55
25
109
45
30
67
19

面积 /m2
220 800
73 901
59 000
71 064
23 523
28 508
19 770
8 886

调查群落数
45
35
20
21
10
12
9
9

（Fringilla montifringilla ）、 白 头 鹎（Pycnonotus

sinensis）、灰椋鸟（Sturnus cineraceus）、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大嘴乌鸦（Corvus Macrorhynchos）、
珠颈斑鸠（Streptopelia chinensis）、小嘴乌鸦（Corvus

corone ）、金翅雀（Carduelis sinica ）、大斑啄木鸟
（Dendrocopos major ）、 黄 眉 柳 莺（Phylloscopus

inornatus ）[1-2]。在初步调查中发现灰喜鹊、喜鹊、
大嘴乌鸦、珠颈斑鸠、大斑啄木鸟出现次数较
多且较为稳定，选用这 5 种鸟类使研究具有可
行性。再者，这 5 种鸟类与城市居住者之间有
着较为强烈的情感联系，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

1
1 研究对象在北京城市的具体分布图

2
2 北京城市线性公园绿地各生活型植物来源

Specific locations of research objects in Beijing city

Sources of plant life forms in Beijing urban linear parks

因此选择这 5 种鸟类作为本次研究的鸟类目标
种。通过实地调研，定量分析北京城市线性公

西城区 3 处，为北滨河公园、顺城公园以及北

3 个样地，共选取 161 个调查样地（表 1）。

园绿地植物景观对鸟类群落的影响，以期为未

京滨海公园；海淀区 2 处，为元大都城垣遗址

2.2 样方设置及调查内容

来更好地保护城市鸟类多样性提供参考建议。

公园和元土城遗址公园；朝阳区 1 处，为元大

2.2.1 群落调查

1 调查地自然概况

都城垣遗址公园；丰台区和石景山区没有城市

每个样地的调查从界面的边缘开始，垂

带状公园。其余的线性公园以“见缝插针”的

直于廊道的方向布置 2~3 个 10m×10m 的乔

[3]

形式散布于城市道路两侧和滨水地带 （图 1）。

木调查样方；在乔木样方内，4 个角处选取

根据城市线性公园绿地的区位和绿化建设情况

5m×5m 的 灌 木 样 方 共 4 个（ 含 木 质 藤 本、

面积 1.64 万 m 。北京地区属于暖温带季风气

选取元大都遗址公园（海淀段）、皇城根遗址

竹类）；在乔木样方中心及 4 个角点处布置

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凉爽

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马甸公园、菖蒲河公园、

1m×1m 的正方形小样方，对其中的草本植物

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四季变化分明。依据中

清华东路带状公园、复兴门内大街游园和东二

进行调查取样 [4]。

国气象局数据显示，北京地区年平均降雨量

环西侧朝阳门游园 8 个线性公园绿地作为调查

532.1mm，集中在夏季，年平均温度 12.6℃，

地点。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南接黄淮海
平原，西临山西高原，北接内蒙古高原，总
2

一月平均气温为 –3℃，七月平均气温 27.3℃。
北京的地带性植被类型为暖温带落叶阔叶
林，根据《北京植物志》的记载，北京地区共
有维管束植物 169 科 869 属，2 056 种，177 种

对调查区域进行植物群落和植物多样性
的调查，乔木层胸径大于 4cm 的树木进行每
棵调查，记录植物的种名、棵数、高度、冠幅、

2 调查方法

胸径、盖度，对于灌木层和草本层，记录每

2.1 调查时间及范围

种植物的种名和盖度。

调查时间为 2018 年 3—5 月，针对公园绿

2.2.2 鸟类调查

变种、亚种及变型。按照北京园林局数据显示，

地面积的不同，在每个公园绿地选取不同数

使用双筒望远镜，选择晴朗无风的工作

截止到 2017 年底全北京市的绿化覆盖面积达到

量的典型样地（图 2），元大都遗址公园（海

日，采用样线法，将每个线性公园绿地的样

淀段）选取 15 个样地，明城墙遗址公园选取

点连接起来形成样线，在样线上观察 5 种鸟

12 个样地，皇城根遗址公园选取 10 个样地，

类目标种的位置和活动情况，记录它们的数

目前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注册的北京城

马甸公园选取 8 个样地，菖蒲河公园、清华东

量、植物栖息地生境、食源树种。调查时间

市线性公园共有 9 个，东城区 3 处，为菖蒲河

路带状公园各选取 5 个样地，东二环内侧朝阳

为早上 8：00，每条样线调查 3~4 次，每次调

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以及明长城遗址公园；

门游园选取 4 个样地，复兴门内大街游园选取

查 1~2h。

2

88 843.78hm ，绿化覆盖率达到 48.42%，绿地率
2

达到 46.65%，人均绿地面积达到 41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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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鸟类目标种活动的具体位置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specific locations of activities of bird
target species
鸟类

活动的具

出现

目标种

体位置

次数

白蜡
草坪
侧柏
国槐
旱柳
金银木
空中
栾树
毛白杨
平基槭
雪松
银杏
油松
玉兰
紫叶李
草坪
国槐
空中
毛白杨
银杏
油松
玉簪
早园竹
侧柏
旱柳
空中
毛白杨
平基槭
钻天杨
白蜡
草坪
侧柏
城墙野草
刺槐
国槐
旱柳
核桃
空中
平基槭
山地裸地
玉簪
草坪
刺槐
旱柳
空中
毛白杨

1
3
1
6
2
1
1
2
4
1
1
2
5
1
1
8
2
5
3
1
2
1
1
2
3
2
4
1
2
1
11
1
1
1
2
3
1
2
1
1
1
1
1
2
2
1

灰喜鹊

喜鹊

大嘴
乌鸦

出现次数占观
察到的次数的

行为特点

比例（%）
2.94
8.82
2.94
17.65
5.88
2.94
2.94
5.88
11.76
2.94
2.94
5.88
14.71
2.94
2.94
34.78
8.70
21.74
13.04
4.35
8.70
4.35
4.35
14.29
21.43
14.29
28.58
7.14
14.29
3.85
42.31
3.85
3.85
3.85
7.69
11.54
3.85
7.69
3.85
3.85
3.85
14.29
14.29
28.57
28.57
14.29

跳跃、飞行
觅食
跳跃、飞行
跳跃、交配
跳跃、觅食
跳跃、飞行
飞行
跳跃、飞行
跳跃、飞行
跳跃、觅食
跳跃、飞行
跳跃、飞行
跳跃、停留
跳跃、飞行
停留
觅食
跳跃、觅食
飞行
跳跃、停留
跳跃、飞行
跳跃、鸣叫
觅食
觅食
停留、鸣叫
停留、鸣叫
飞行
停留、鸣叫
停留、鸣叫
停留、鸣叫
停留
觅食
停留
觅食
停留
停留
停留
跳跃、飞行
飞行
停留
觅食
觅食
觅食
停留
停留、营巢
飞行
跳跃、飞行

式为：Si = （Ci+Di+Fi）/3×100%

察到灰喜鹊出现总次数的 17.64%、14.71%、

草本重要值计算公式为：

11.76%，并且在观察中发现灰喜鹊常觅食草坪

Si = （Ci+Fi）/2×100%

草籽（表 2）。通过资料查询发现，灰喜鹊偏

式中，Si 为物种的重要值；Ci 为物种的

好在阔叶乔木中上层栖息，活动的范围包括

相对盖度；Di 为物种的相对密度；Ei 为物种

树冠、树干、灌木丛和草地，分布在阔叶林

的相对显著度；Fi 为物种的相对频度。

多个竖向层次，常觅食植物的果实包括西府

Patrick 丰富度指数计算公式为：R = S

海 棠（Malus spectabilis ‘Riversii’） 果 实、 构 树

Shannon-Wiener 物种多样性指数计算公式

（Bossonetia papyrifera ）果实等 [1]。

为：H = －

Pi ln Pi

喜鹊隶属于杂食性鸟类，通过观察显示，

Pielou 均匀度指数计算公式为：Jsw =H/lnS

喜鹊在草坪上以及毛白杨树种上出现次数最

式 中，S 为 每 个 样 方 的 物 种 总 数；H 为

多，分别占观察到喜鹊出现总次数的 34.78%、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Pi 为某物种 i 的

13.04%，观察结果见表 2。通过资料查询发现，

个体数占群落物种总数的比例。

喜鹊偏好在针叶和阔叶乔木中上层栖息，觅食
时喜欢在草地上拾取草籽和翻食土壤昆虫 [1]。

3 结果与分析
3.1 植物物种组成

大嘴乌鸦隶属于杂食性鸟类，通过观察
显示，大嘴乌鸦常出现在毛白杨、旱柳（Salix

经调查统计，在所有抽样的北京城市线性

matsudana ）、 侧 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 ）、

公园绿地群落中有乔木 61 种，灌木 41 种，木

钻 天 杨（Populus nigra ‘Italica’） 树 种 上，

质藤本 6 种，竹类 1 种，草本植物 49 种。

分别占观察到大嘴乌鸦出现总次数的 28.57%、

3.2 物种来源及入侵植物

21.43%、14.29%、14.29%，观察结果见表 2。通

本次调研记录有乡土植物 98 种，外来植
物 53 种，其中含 22 种是从国内其他地区引种
的植物，整体的乡土植物占比 63.64%。对不同

过资料查询发现，大嘴乌鸦偏好停留在针叶乔
木顶部 [1]。
珠颈斑鸠隶属于植食性鸟类，通过观察

生活型的植物物种来源统计结果显示（图 3），

显示，珠颈斑鸠在草坪上和旱柳树种上出现

乔木中乡土植物所占比例最高，达 72.13%，

次数最多，分别占观察到珠颈斑鸠出现总次

灌木中乡土植物所占比例最低，达 56.10%，

数的 42.31%、11.54%，观察结果见表 2。通过

其中 17.07% 的灌木是从国内其他地区引种栽

资料查询发现，珠颈斑鸠常在阔叶乔木的树

培的外来植物。竹类和木质藤本的种类和数量

冠层栖息，针叶乔木也常作为其隐蔽或休息

太少，不足以进行比较；竹类只有 1 种早园竹

的空间，觅食时偏好在开阔的林下草地上拾

（Phyllostachys propinqua ），属于乡土植物，木

取杂草种子，或在灌丛间拾取浆果类果实 [1]。

质藤本中紫藤（Wisteria sinensis ）、杠柳（Periploca

大斑啄木鸟隶属于虫食性鸟类，通过观

sepium ）、扶芳藤（Euonymus fortune ）属于乡

察记录，大斑啄木鸟在草坪上、刺槐（Robinia

土植物，爬山虎（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

pseudoacacia ）、毛白杨树种上分别出现 1 次，

五叶地锦（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 ）、叶子

在旱柳树种上出现 2 次（表 2）。通过资料查

花（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 ）属于外来植物。

询发现，大斑啄木鸟偏好在阔叶林中上层栖

3.3 鸟类目标种食源树种及活动位置分析

息，觅食时喜欢从树干基部螺旋上攀直至树

计算群落物种的密度、频度、盖度、丰

通过对鸟类目标种的观察记录以及资料

杈，大斑啄木鸟觅食的常选树种主要是木质

富度指数，然后基于这些数据进行二次运算，

查询发现不同食性的鸟类目标种其活动规律

计算重要值、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

也有所差别。

珠颈
斑鸠

大斑啄
木鸟

2.3 数据统计方法

松软的速生树种，如毛白杨、旱柳、刺槐等 [1]。
5 种鸟类目标种按照其活动规律及食性可

灰喜鹊隶属于杂食性鸟类，通过观察显

以分为 2 种生态位类型：树上取食和灌草丛取

乔木重要值计算公式为：

示， 灰 喜 鹊 在 国 槐（Sophora japonica ）、 油

食。喜鹊、灰喜鹊、珠颈斑鸠主要是灌草丛取

Si = （Di+Ei+Fi）/3 ×100%

松（Pinus tabulaeformis ）、毛白杨（Paulownia

食，大嘴乌鸦和大斑啄木鸟主要是树上取食。

灌木（木质藤本、竹类）重要值计算公

tomentosa ）树种上出现次数最多，分别占观

这表明城市线性公园绿地中需要配植多种多

等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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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乔灌草种类，才能为鸟类目标种提供丰
富的食物来源。

3.4 植物生境类型分析
张皖清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植物生境可以
形成不同的鸟类栖息地，并且多数的鸟类偏好
乔木层中发达的生境 [5]。为研究植物生境与鸟
类之间的关系，有效地提高城市线性公园绿地
的生物多样性，本文针对每个城市线性公园绿
地的乔木样方的具体植物群落信息，且依据乔
木的重要值、食性以及观赏特性，提取出 6 种
城市线性公园绿地的典型乔木层类型，用于描

1. 元大都遗址公园 2. 明城墙遗址公园 3. 皇城根遗址公园

1. 元大都遗址公园 2. 明城墙遗址公园 3. 皇城根遗址公园

4. 马甸公园 5. 菖蒲河公园 6. 清华东路带状公园 7. 东二环

4. 马甸公园 5. 菖蒲河公园 6. 清华东路带状公园 7. 东二环

内侧朝阳门游园 8. 复兴门内大街游园

内侧朝阳门游园 8. 复兴门内大街游园

3

4

述城市线性公园绿地不同类型的植物生境的特
征，进一步分析线性公园绿地的植物生境与鸟
类目标种分布之间的关系。然后将所有的乔木
样方根据 6 种典型的乔木层类型作为标准进行
组合，161 个乔木样方一共可以划分为 10 种不
同类型的植物生境，并且分别研究不同生境下
植物群落的构成特征（表 3）。
不同的线性公园绿地所涵盖的植物生境
5

类型不同，并且每个线性公园绿地中每种植

5 线性公园绿地含有不同植物生境类型数的鸟类目标种数

物生境类型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图 4）。元
大都遗址公园和明城墙遗址公园包含了 9 种生
境类型，皇城根遗址公园、马甸公园、清华
东路带状公园包含了 7 种生境类型，东二环内
侧朝阳门游园、菖蒲河公园、复兴门内大街

6

量特征
3 不同北京城市线性公园绿地植物生境类型
Green plant habitat types in different Beijing urban linear parks
4 不同北京城市线性公园绿地的鸟类目标种数量特征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bird target species in
linear park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lant habitats
6 不同廊道宽度鸟类目标种数量构成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bird target speci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bird target species in corridors of

different Beijing urban linear parks

different width

游园分别包含 5、4、3 种生境类型。
廊道生态功能发挥的重要因子，廊道宽度过窄，

布的数量特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显示在线

根据图 4~6 可知，含有生境类型数等于

廊道的内部生境会受边缘效应的影响，不利于

性公园绿地宽度 30~200m 的范围内，每 1 种

9 的线性公园绿地，包括元大都遗址公园和明

内部物种的生存。大部分学者认为，廊道越宽、

鸟类目标种的个数以及 5 种鸟类目标种个数的

城墙遗址公园，鸟类目标种出现的总个数较多

覆盖面积越大，越能避免边缘效应带来的不利影

总数均有所提高。

且鸟类目标种出现的总个数大于 45；含有生

响，也就越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内部系统，增加

境类型数等于 7 的线性公园绿地，包括皇城根

斑块间的连通性，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效果更

4 小结与讨论

遗址公园、马甸公园以及清华东路带状公园，

佳。
廊道宽度对物种数量的影响效应是不一样的，

4.1 植物生境的类型对鸟类群落的吸引力

鸟类目标种出现的总个数大于 20；含有生境

当廊道宽度较小时，廊道宽度对物种数量影响

由于不同植物生境对鸟类群落的吸引力

类型数小于等于 5 的线性公园绿地，包括菖蒲

效果也较小，当达到一定的宽度阈值时，宽度

不同，因此研究从北京城市线性公园绿地的

3.5 鸟类目标种分布的数量特征分析

[3]

河公园、东二环内侧朝阳门游园以及复兴门

效应才会明显地体现出来 。根据 Forman 与朱

各个乔木样方的植物群落中提取出 10 种植物

内大街游园，鸟类目标种出现的总个数较小

强等人的研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将城市生

生境。研究显示，含有不同类型植物生境的

且鸟类目标种出现的总个数小于 20。整体上，

态廊道宽度划分为 12~30m（含 30m）、30~60m

线性公园绿地，对鸟类目标种的吸引力不同；

生境类型数较多的线性公园绿地，鸟类目标

（含 60m）、60~100m（含 100m）、100~200（含

植物生境较为丰富的线性公园绿地具有较高

种出现的总个数也较多。

200m）4 个梯度对其中的植物种类构成以及鸟类

的鸟类目标种吸引力。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

3.6 线性公园绿地宽度对鸟类目标种分布
的数量特征的影响分析
根据蒙倩彬的研究表明廊道的宽度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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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

相同，郭佳对北京市区公园鸟类群落栖息地

猜想线性公园绿地具有与生态廊道相似

研究表明，提高鸟类栖息生境的异质性，增

的特性，因此对线性公园宽度与鸟类目标种分

加城市公园绿地生境的多样性，更有利于吸

专题：城市生境与栖息地 / Special: Urban Biotope and Habitat

范围内，随着绿地宽度的增加，每 1 种鸟类目

表 3 北京线性公园绿地植物生境类型
Tab. 3 Green plant habitat types in Beijing urban linear parks
序号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生境类型

乔木样方

标种的个数以及 5 种鸟类目标种个数的总数
特征

Y18、Y27、Y38、M8、M14、M15、M19、 落叶阔叶乔木在植物群落中占绝对

刺槐 / 国槐群落

M23、M26、MA11、MA15、MA16、Q5、F2、

油松 / 圆柏 / 雪松 / 侧
柏群落

Y10、Y17、Y20、Y22、Y28、Y40、Y42、
M10、M30、M31、MA6、MA13、MA14、D5、
F1、F5

洋白蜡 / 元宝枫 / 榆树
群落
旱柳 / 香椿 / 玉兰群落

Y6、Y33、Y45、H7、H10、Q7

优势

样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似性。Forman 发现生

常绿针叶乔木，枝叶繁密，球果，

态廊道宽度在 12~30.5m 范围内，包含多数的

在植物群落中占绝对优势

边缘种，鸟类多样性较低，生态廊道宽度在

落叶阔叶乔木，翅果可以为鸟类提

61~91.5m 范围内，鸟类具有较大的多样性和内

供种子，在植物群落中占绝对优势

部种；朱强发现生态廊道宽度在 100m~200m

Y7、Y30、Y36、Y43、M13、M18、M21、 落叶阔叶乔木，为鸟类提供花或芽，
H18、MA4、C1、C5、C7、C8

在植物群落中占绝对优势

毛白杨 / 钻天杨 / 楸树 / Y9、Y13、Y16、M24、M27、H17、H19、Q8、 落叶阔叶乔木，多为速生树种，在
毛泡桐 / 银杏群落
桃 / 紫叶李 / 西府海棠 /
海棠 / 梅 / 山杏群落

Q10、D8

植物群落中占绝对优势

M1、M2、M3、M7、M11、M16、M17、M20、
M22、M28、M33、M34、H8、MA7、MA8、
MA17、Q4、Q12、D2、D3、D6、D12、F4、F6

落叶阔叶乔木，观叶或观花在植物
群落中占绝对优势

Y1、Y2、Y4、Y5、Y14、Y15、Y19、Y21、

针叶阔叶混交群落

Y44、M5、H2、H3、H5、H6、H9、H11、
H13、H14、H15、H16、MA1、MA2、MA3、

Ⅱ类群落与其他 6 种群落混交

Ⅸ

落叶阔叶混交群落

Ⅹ

落叶阔叶混交群落

Ⅰ + Ⅲ / Ⅳ + Ⅲ，可以作为鸟类的食源

Y12、Y32、Y34、Y35、H4

树种，植物群落中优势种不超过 3 种

Y3、Y31、M4、M6、M9、M12、M25、M29、 能够作为鸟类食源的树种与Ⅴ类群
H1、H12、H20、MA12、Q9、D7、D9、D10

落混交

Y8、Y11、Y26、M32、MA5、MA10、MA18、 具有较强观赏性的中型或小型乔木
C3、Q2、Q3、Q6

初步证实城市线性公园绿地和城市生态廊道有
着相似性，都具有提高鸟类多样性的作用；而
城市线性公园绿地是否还具有城市生态廊道的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本文具有一定的
在 12~200m 以内，并没有对 12m 以下和 200m

C9、C10、Q1、Q11、D1、D11、F3
落叶阔叶混交群落

保护生物多样性比较合适的宽度。因此，可以

局限性。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廊道宽度只局限

MA9、MA19、MA20、MA21、C2、C4、C6、

Ⅷ

范围内，含有较多鸟类内部种，是保护鸟类，

其他功能，还需日后更深入的研究进行验证。

Y23、Y24、Y25、Y29、Y37、Y39、Y41、
Ⅶ

均有所提高。这一结果与生态廊道和生物多

与能提供鸟类的食源树种混交

以上宽度的生态廊道进行研究，导致无法对
没有包含在内的生态廊道宽度对鸟类多样性
的影响进行相应的对比研究，因此本文的研
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注：其中以“Y”开头的编号：元大都遗址公园（海淀段）的乔木样方，以“M”开头的编号：明城墙遗址公园的乔木样方，以“MA”开头的编号：
马甸公园的乔木样方，以“C”开头的编号：菖蒲河公园的乔木样方，以“H”开头的编号：皇城根遗址公园的乔木样方，以“Q”开头的编号：
清华东路带状公园的乔木样方，以“D”开头的编号：东二环内侧朝阳门游园的乔木样方，以“F”开头的编号：复兴门内大街游园的乔木样方；

注释：

其中，161 个乔木样方中有 2 个样方不具有乔木层，分别是 M35 和 D4，因此这两个样方不排入表 3 当中。

论文中的图表均由作者自绘。

引不同鸟类的分类群定居，从而有效地提高

措施，有利于增加鸟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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