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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童 20 hm2常绿阔叶林样地 

优势鸟类时空多维度生态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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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1年 10月一2012年 1O月 ，对浙 江 天童 山 20 hm 样 地 内鸟类 利用 资源 情况 进行 观 

察．共观察记录鸟类 43种，数量 4 823只，并对样地 内 6种优势鸟类(黑[短脚]鹎 Hypsipetes 

leucocepalus、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栗背[短脚]鹎 Hypsipetes castanonotus、红头长尾山雀 

Aegithalos concinnus、大山雀 Parusmajor和灰眶雀鹛Alcippe morrisonia)在垂直维度、水平维 

度、DBH维度和栖树维度上采用 Hurlbert公式，得到各优势种生态位宽度值；采用 Schoener公 

式对优势鸟类不同维度的生态位重叠进行分析并对生态位时空变化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森林 

生态系统中优势鸟类在不同维度上存在生态位分离 ；优势种不同时空生态位呈动态变化 ，最终 

在多维度水平上趋于稳定．由此 ，确认了占据优势种群地位的鸟类在不同生态位维度上的分离 

和生态位时空动态变化是群落结构处于稳定状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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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pace of multi—dimensional niche of dominant birds in the 

evergreen broad_leaf forest in Tiantong Mountain，Zhej iang Province 

ZHANG Hang， DING Hu—lin， LIU W ei， CHEN Xu—cai， 

SHI Yong—zhi， LI Kai， TANG Si—xian 

(School oj Life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From October 2011 to 0ctober 2012，a tota1 of 43 species and 4823 individuals of bird 

were recorded in the 20 hm sample area of the forest ecosystem of Tiantong National Station 

(Zhejiang Province，China)．Black Bulbul(H ps pe sZP“c0fg户口z“s)，Light—vented Bulhul(Pyc一 

0 0￡ ，zs s)， Chestnut Bulbul (H 户s 户 85cn5 n 0 D￡“s)， Black—throated Tit (Aegitha— 

losconcinnus)，GreatTit(Parusmajor)and Grey—cheeked Fulvetta(Alcippemorrisonia)were 

dominant species．Based on vertical，horizontal，DBH and perched patterns of dominant bird spe— 

cies，the niche breadth indices by Hurlbert(1978)，the niche overlap indices by Schoener(1986)．It 

was discussed that the utilzation states for space，the interspecifie relationships of dominant bird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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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pace-time niche changed．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The niches of dominant birds are 

separation in different dimensions．In different space—time scales，the niches are dynamically 

changeable and finally tend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multi—dimension．It wa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for the dominant birds kept their community structure stable are that these species ecological 

niches are separating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changing in space and time． 

Key words： dominant birds； spatial dimensions； ecological niche 

0 引 言 

占据优势种群地位 的鸟类在不同生态位维度上的分离是群落结构处于稳定状态的主要 

原因 ．根据 Hardin的竞争排斥原理 ：完全的竞争者是不能共存的．仅从单一的资源量角度 

去考虑物种的生态位是不全面的，应该从时空和资源利用上等多方面考虑 ]．优势种鸟类在 

一 个维度上有较大重叠 ，在其他的维度上重叠减小或分离．生活在 同一地区的竞争种间允许 

其生态位有一定程度的重叠 ，以生态要求差异方面来减缓生态要求相同方面所引起 的激烈 

竞争 ．20世纪 80年代高颖等对天童夏季常见鸟类生态位进行研究 ]，但是对于天童 山常 

绿阔叶林内部全年鸟类群落在不同维度上的生态位分化及季节性生态位变动的分析还未见 

过报道． 

本论文利用天童生态站 20 hm 样地 GIS平 台，从栖息取食基层、栖树胸径、栖位树种 

和水平分布 4个维度 ，对样地常绿阔叶林 中优势鸟类的生态位进行分析．从 4个维度对 6种 

优势种的生态位宽度值、物种利用资源状况和优势种时空生态位变化进行分析，揭示群落中 

优势种之间的竞争与共存，及其在森林生态系统中资源的利用状况，为森林生态系统群落物 

种多样性稳定和时空分布格局的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地点概况 

天童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山20 hm。样地位于其核心保护区 

(29。48．696 一29。48．938 N，121。46．953 121。47．278 E)．样地为矩形，南北 向长度400 m， 

东西向长度 5()0 m．海拔 304．26~602．89 I-~1，平均海拔 447．25 in．样地地势上北高南低，以 

东南坡 向为主，内有两条较大的山脊和若干沟谷 ，有几条山溪季节性地 出现 ，总体地形复杂． 

受人为活动影 响较小 ，植被群落发育成熟 、稳定 、结构完整．样地 内共有胸径 (DBH)≥ l cm 

的木本植物 152种 94 603株，隶属51科 94属．重要值最大的3个科依次是山茶科(Theace— 

ae)、樟科(Lauraceae)和壳斗科(Fagaceae)E63． 

1．2 研究方法 

从 20l 1年 10月至 2012年 10月 ，每月调查 10～13 d，每天调查时间为 7：0()至 13：0()， 

实际调查时间为 5h．鸟类数量调查采用样点与样线相结合的方法 】．选取 3条路线(见图 1 

中的 A，B和 C)调查，对样线左右 30 m范围的鸟类进行记录，如发现鸟类鸣声则循迹跟踪 

鸟类栖息点并记录植被的标牌号，以便在 GIS平台上定位．调查确保覆盖整个样地．调查路 

线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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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栗背[短脚]鹎 12．7 、白头鹎 1 1．9 和大山雀 10．2 ，其他鸟类 12．3 ． 

2．2 优势种 4个维度上的生态位宽度 

2．2．1 垂直维度上栖息频次及生态位宽度 

黑[短脚]鹎、白头鹎主要利用冠上层空间，利用森林的冠上层资源；栗背[短脚]鹎和大 

山雀主要利用冠中层活动；灰眶雀鹛主要利用灌丛活动，调查时发现其筑巢于小灌木上；红 

头长尾山雀多数是集群出现，在垂直维度上分布宽．具体见表 1． 

表 1 优势鸟类垂直基层栖息取食频次(X100％)及其生态位宽度值 

Tab．1 Foraging frequency(X 100 )and ecological rfiche width of dominant birds in different stratum of habitat 

频 次 冠上层 冠 中层 冠下层 小乔木层 灌丛 草丛 地面 生态位宽度 

黑[短脚]鹎 0．765 1 0．215 9 0．O15 9 ～ 0．003 1 — 0．097 0 

白头鹎 0．873 8 0．039 5 0．079 1 0．007 6 — 0．046 9 

栗背[短脚]鹎 0．302 9 0．533 0 0．142 8 0．01 5 6 0．003 7 ～ 一 0．253 6 

灰眶雀鹛 0．005 4 0．093 1 0．071 0 0．117 6 0．678 5 0．014 6 0．020 3 0．174 0 

大山雀 0．172 4 0．482 7 0．159 3 0．065 8 0．093 4 — 0．026 4 0．385 5 

红头长尾山雀 0．1 57 9 0．327 6 0．1 57 4 0．153 8 0．203 3 — 0．581 3 

2．2．2 水平维度生态位宽度 

水平生态位宽度值体现优势鸟类在投影样地内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黑[短脚]鹎水 

平生态位宽度值最大，其在样地内分布广；栗背[短脚]鹎水平生态宽度值最小，说明在样地 

内的分布相对狭窄． 

红头长尾山雀 

大山雀 

灰眶雀鹛 

栗背[短脚]鹎 

白头鹎 

黑[短脚]鹎 

0．000 O．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图 2 优势鸟类 的水平维度生态位宽度值 

Fig．2 Ecological niche width of dominant birds in horizontal 

2．2．3 优势种栖息取食树种频次及生态位宽度 

黑[短脚]鹎栖息、取食主要选择树种为南酸枣 (19．2 )、檫木(12．05 )、细枝柃 

(9．15 9／6)和黄丹木姜子(8．48 )等；白头鹎栖息、取食主要选择南酸枣(12．04 )、黄丹木姜 

子(21．30 )、木荷(9．26 )和细枝柃(7．41 )等；栗背(短脚)鹎栖息、取食选择黄丹木姜子 

(30．72 )、檫木(13．1 )和长叶石栎(11．76 )等；灰眶雀鹛栖息、取食主要选择细枝柃 

(26．88 )和黄丹木姜子(13．98 )等 ；大山雀栖息、取食主要选择南酸枣(39．82 )、细枝柃 

(9．73 )和檫木(7．96 )等；红头长尾山雀栖息、取食主要选择杨梅叶蚊母树(15．52 )、木 

荷(14．66 )、黄丹木姜子(12．5 )和细枝柃(10．34 )等．记录鸟类栖息取食树种 60种，优 

势种鸟类栖息、取食的频次 1 以上的树种(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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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优势鸟类对不同树种栖息取食频次(×100％)及生态位宽度值 

Tab．2 Foraging frequency(×1 00％)and ecological niche width of dominant birds in different tree species 

注：下划线标注为优势鸟类栖息取食频次 5 以上的树种 

2．2．4 优势种对树胸径的选择及生态位宽度 

黑[短脚]鹎、白头鹎、大山雀栖息取食于高大乔木，在胸径>30 cm的树种；栗背[短脚] 

鹎生态位宽度值最大为 0．825；灰眶雀鹛主要栖息树胸径主要集中在 2 cm以下，占42．2 ； 

红头长尾山雀在 2～4 cm和 20~30 cm，两个范围内活动的频率分别为 27．8％N 36．5 ． 

表 3 优势 鸟类对胸径 的频次(X10O％)及生态位宽度值 

Tab．3 DBH selecting frequency(×1 00~／oo)and niche width of dominant 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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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不同季节不同维度生态位变化 

从表 4中可看 出，鸟类在 4个季节不 同维度上由于适应不 同生理周期的需要而动态变 

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繁殖期鸟类需要隐蔽 、取食量增减以及迁徙期候鸟迁入和迁出在空间和 

食物上的竞争所致． 

表 4 优势鸟类不 同季节不 同维度生态位宽度值 

Tab．4 Ecological niches width of dominant bird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seasons 

2．2 64个维度的生态位重叠 

从表 5从可以看出优势鸟类在不同维度的重叠水平 ，反映优势鸟类在单维度上利用资 

源的异同特性．3种鹎科鸟类只在水平维度上重叠较小，黑[短脚]鹎与白头鹎在水平维度上 

重叠小(D=0．282 3)，在此维度上两者分离；黑[短脚]鹎与大山雀在垂直维度 』二重叠小 

(D=0．263 1)；白头鹎和栗背[短脚]鹎在垂直维度上重叠小(D=0．322 9)；灰眶雀鹛在与 

其他 5种优势鸟类在垂直维度上生态位重叠值 D％0．3；红头长尾山雀和大山雀在垂直维度 

上有较大重叠(D=0．704 2)在其他维度上出现分离． 

3 讨 论 

3．1 优势鸟类空间分布以及影响因素 

关键类群(Key group)的存在对鸟类群落的稳定起 主导作用 ，是资源的主要利用者⋯ ， 

鸟类群落中优势种鸟对空间利用程度存在差异 ．分析优势种在各个栖息取食基层的活动 

频次和计算生态位宽度值得知，垂直维度上白头鹎、黑[短脚]鹎主要利用冠上层(频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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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和 77．6 )，生态位宽度值也很接近，两者在垂直维度上利用相似的空间资源，两者 

均具有较小的生态位宽度值，说明它们在垂直空问的分布是特化的，也说明生态位的重叠大 

小与生态位宽度值无关，较小的生态位宽度也会有较大的重叠；栗背[短脚]鹎和大山雀主要 

在冠中层活动(频次分别为 53．3 和 48．3 )；灰眶雀鹛和红头长尾山雀虽然偶尔利用小乔 

木层(频次分别为 1 1．76 和 15．38 )，但灰眶雀鹛更偏向于灌丛(频次为 67．9 )，而红头 

长尾山雀利用的基层更为广泛，两者的生态位重叠小．所 以在垂直维度上，森林鸟类群落有 

垂直分层现象 ． 

表 5 优势鸟类 4个维度上的生态位重叠值 

Tab．5 Ecological niche overlaps among dominant bird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垂直维度和 DBH维度上的重叠值 树种维度和水平维度上的重叠值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l 1 0．761 5 0．740 5 0．323 0 0．894 0 0．407 5 1 0．282 3 0．414 8 0．332 1 0．601 3 0．356 7 

2 0．798 6 1 0．623 0 0．261 5 0．727 5 0．546 0 0．655 6 1 0．303 2 0．414 2 0．143 6 0．218 6 

3 ()．539 5 0．322 9 1 0．427 5 0．698 5 0．492 0 0．584 3 0．597 5 1 0．501 4 0．218 3 0．332 4 

4 ()．()78 8 ()．()59 7 0．149 8 1 0．313 0 0．311 5 0．290 3 0．286 3 0．276 3 1 0．434 7 0．281 4 

5 0．263 1 ()．129 3 0．752 3 0．243 0 1 0．320 5 0．532 8 0．299 3 0．323 2 0．169 2 1 0．425 3 

6 0．150 7 (】．016 9 0．484 8 0．286 5 ()．704 2 1 0．431 7 0．408 8 0．383 7 0．357 3 0．264 5 1 

注 ：1为黑L短脚J鹎 ，2为 白头鹎 ，3为栗背L短脚 J鹎 ，4为灰眶雀鹛，5为大 山雀 ，6为红 头长尾 山；表格 F三角分别表不垂 

直维度和树种维度重叠值，上三角分别表示 DBH维度和水平维度重叠值． 

水平维度上黑[短脚]鹎生态位宽度值最大，说明其在样地内分布广泛．3种鹎科鸟类， 

黑[短脚]鹎生态位宽度值大于栗背[短脚]鹎和白头鹎；灰眶雀鹛和栗背[短脚]鹎分布多现 

于样地内沟谷地带；大山雀分布比较分散 ；优势种群水平分布的差异 ，可以减少种间竞争 ，是 

物种充分利用资源的体现l1 删 ． 

优势种鸟类对栖息取食树种的选择上，黑[短脚]鹎的生态位宽度值为最大，其原因与其 

数量上占优势有关；3种鹎科鸟类对树种栖息取食有相似性，均为杂食性，并在食性上有相 

似 们；大山雀在此维度上生态位宽度值最小，原因是表现其对南酸枣有偏好(频次为 

39．82 ，生态位值 0．182 3)，大山雀主食鳞翅 目及鞘翅 目昆虫和树皮下的虫卵，而南酸枣常 

受蛀干害虫和鳞翅 目害虫的危害 ，为大山雀提供食源，这可能是样地内大山雀栖息南酸 

枣频次高的原因． 

灰眶雀鹛主要 利用胸径≤2 cm的树种(频次为 42．2 )，调查时发现灰眶雀鹛巢筑于灌 

木上，可能其对树胸径的选择与其繁殖行为有关；黑[短脚]鹎、白头鹎和大山雀主要利用胸 

径>30 cm树种(频次为 48．2 、41．7 和 53．2 )，三者中白头鹎生态位宽度值最高；大山 

雀在垂直空间上主要利用冠中层资源(频次为 48．3 )，明显高于黑[短脚]鹎和白头鹎(频 

次为 21．6 和 4 )，表现出不 同维度上的生态位分离． 

物种在生境中利用的资源是多样的，从单一的维度上去考虑优势种的生态位只能反映 

单一资源的利用情况，所以从生态位的角度体现物种与环境的关系，应该从多个资源维度上 

分析。 ，森林内的鸟类群落有着分层想象和镶嵌现象，在空间资源上，相对稳定的群落存在 

资源的分割 。 ，群落的稳定表现在物种之间的生态位关系上，在不同维度的分离是维持 

稳定 的重要原因． 

3．2 优势鸟种种群时空生态位宽度变化 

从表 4可见鸟类的生态位宽度随季节而动态变化 ，某一维度 的生态位会随着 时间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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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I1 这可能与自身的生理行为，或是与物候有关系-2 ．从时空生态位(见表 4)来看，生态 

位宽度随季节动态变化 ，在某个维度生态位宽度的缩小 ，可能会在其他维度上得以补偿．春 

秋迁徙季节，随着迁入、迁出的影响 ，优势种在可利用资源相对减少、空间竞争带来压力 

的状况下 ，采取不同的策略维持共存．这同样说明鸟类面对环境 的压力会通过缓和对栖息地 

的要求，随着季节的变化和物种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改变生态位__2 ，鸟类可以通过集群或 

混群来扩展生态位 ，或是通过压缩生态位来减小种间竞争_1 ，使之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 

里的生态位变化不是进化时间尺度上的生态位漂移，生态位漂移要经历十年或百年，是漫长 

的过程[川 ，而这种短时间内的不同维度的生态位动态变化 ，会增强群落的稳定性 ，是暂时性 

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反应，总体的生态位水平没有改变．当然里外环境的改变不可逆时，引起 

生态位的漂移，在时间尺度上会体现鸟类群落组成成员的不同，钱国桢等对比2()年来天 目 

山鸟类群落时发现 ，群落内种类的组成起 了变化 ，原有的种减少或是消失，而另些种类出现 

或是增加l3 ．本调查对比高颖、钱国桢研究的鸟类群落 时，发现同样的现象．所以从不同 

维度分析优势种鸟类之间生态位关系及时空生态位变化 ，不仅能反映环境变动及其栖息地 

质量 ，同样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 

3．3 优势鸟类种群间生态位重叠 

从表 5显示出优势鸟类在某一纬度上生态位重叠较大，在其他维度上重叠变小．在群落 

结构 中每个种群都有相应的生态位 ，虽然可能在单一的维度上重叠在一起的，但他们会在其 

他资源空间上分离开，形成共存局面[3]．3种鹎科鸟类有较大的重叠 ，由于近缘种的生态位 

相似性的程度较大，加之其生境有限，必然加剧种间竞争，导致生态位重叠指数变大 ，但 

是调查时发现 3种鹎科鸟类在样地内的分布情况有所不同，黑[短脚]鹎在整个样地内分布 

均匀，栗背[短脚]鹎常见于样地的沟谷坡面活动，白头鹎集中于样地的低海拔地带，导致在 

水平维度的重叠值小，这可能是3种鹎科鸟类作为优势种共存于样地内的原因． 

优势鸟类在不同维度上的重叠与分化说明了群落中总是维持着刚好能有效地分隔物种 

而又保证所有的资源能被利用的生态位差异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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