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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湿地资源及其保护对策*
卢
１

山１

湖北洪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４３３２００ ２

提 要

本文通过对洪湖湿地资源特征和功能的论述

姜加虎 ２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针对洪湖湿地资源受到威胁的原因和危害程度

初

步提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洪湖湿地资源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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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位于湖北省东南部

１１３ １２ －１１３ ２６ Ｅ ２９ ４０ －２９ ５８ Ｎ

． １９９６ 年洪湖市人民政府

批准设立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以洪湖围堤为界 地跨洪湖 监利两市 县， 总面积 ３７０８８ｈｍ ２． ２０００
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审批准晋升为湖北省首家湿地类型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洪湖湿地已被列入
湿地保护行动计划 和 中国重要湿地名录

中国

研究洪湖湿地资源及其功能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图 １ ．

图 １ 洪湖湿地范围
Fig.1 Sketches of wetlands in Honghu Lake

* 2002-12-20 收稿 2003-03-16 收修改稿. 卢山 男 1963 年生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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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湿地资源特征

１．１ 地理特征
洪湖湿地约形成于 ２５００ 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位于北亚热带中纬度南缘季风气候区
燥 盛行东北季风 夏季炎热多雨 多为东南季风或西南季风控制 春
平均气温 １５．９－１６．６

年均降雨量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ｍｍ

冬季寒冷干

秋两季两种季风交替出现． 年

年均蒸发量为 １３５４ｍｍ． 平均日照数为 １９８７．７ｈ

无

霜期在 ２５０ｄ 以上．
洪湖集水面积 ３３１４ｋｍ ２． 集水区的地表径流主要通过四湖总干渠入湖
量进行调控 经内荆河等河闸与长江相通． 据统计
时洪湖最高水位为 ２７．４６ｍ）
８ ３

１０ ｍ

洪湖最高水位 ２４．５８－２７．１８ｍ（１９６９ 年长江大堤决堤

最低水位 ２２．８７－２３．９２ｍ
３

年均入湖流量 ５１３ｍ ／ｓ

由若干涵闸对湖泊水位和水

多年平均水位 ２４．３１ｍ． 多年平均入湖水量为 １９．６

年最大入湖流量 ７２７ｍ ３／ｓ． 另外

洪湖湖水清澈 湖水无明显污染 总

体上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
１．２

生物资源

１．２．１ 植物资源 洪湖地区植物资源丰富 尤其是水生植物 种类多 分布广． 已知有各种植物 ４７２ 种
２１ 变种 １ 变型种 隶属于 １１６ 科 ３０３ 属． 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 １０ 种 其中 Ｉ 级有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和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２ 种

ＩＩ 级有粗梗水蕨（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ｎｉｓ ｐ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野莲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野菱（Ｔｒａｐａ ｉｎｃｉｓａ）等 ８ 种．
１．２．２ 动物资源

据调查 洪湖地区现有脊椎动物 ３２ 目 ７３ 科 ２２１ 种． 其中鱼类 ７ 目

两栖类 １ 目 ３ 科 ６ 种 爬行类 ２ 目 ７ 科 １２ 种

鸟类 １６ 目

３８ 科 １３３ 种

种． 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脊椎动物有 ２１ 种 其中 Ｉ 级 ６ 种（鸟类 ５ 种

１８ 科 ５７ 种

兽类 ６ 目 ７ 科

１３

兽类 １ 种） ＩＩ 级 １５ 种（两栖类

鸟类 １３ 种 兽类 １ 种）．

１种

另外

洪湖作为我国淡水渔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２００２ 全市水产品产量达到了 １９３９３２ｔ． 在现有 ５７

种鱼类中 有 ３０ 多种能在洪湖完成其生活史
杂食性鱼类占 ２２．２

以鲤科鱼类居多 占 ５８．５

以藻类和腐屑为食的鱼类占 １３

凶猛和肉食性鱼类占 ５７．４

草食性鱼类占 ７．４

滤食性鱼类仅有鲢

鳙 ２ 种． 历史上曾有记录的国家 Ｉ 级重点保护鱼类有中华鲟（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和白鲟（Ｐｓｅｐｈｕｒｕｓ
ｇｌａｄｉｕｓ）２ 种 国家 ＩＩ 级重点保护鱼类有胭脂鱼（Ｍｙｘ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和花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ｍａｒｍｏ－
ｒａｔａ）２ 种 但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水利工程的建设 仅留几个涵闸与长江相通 阻隔了这些鱼类进入洪
湖 目前在洪湖中已基本绝迹．

２ 洪湖湿地的生态功能
２．１ 调蓄洪水 抵御灾害
洪湖湿地地势低洼 汛期长江持续高水位顶托

自流排水困难

常易形成渍涝灾害．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末以来 洪湖地区修建了大量的蓄渍排涝工程． 基本上形成了由河网 湖泊 排水闸和抽水站等工程
排放所构成的除涝排水系统
８ ３

１０ ｍ

对促进该地区农业发展与生态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 洪湖滞涝湖容达８

使洪湖地区一次暴雨成灾的可能性极小． 规划蓄涝水位为２５．５ｍ

２４．０－２４．５ｍ为蓄渍区
８ ３

湖灌区提供夏灌水源． 洪湖非汛期养殖最低水位２４．０ｍ 相应湖泊容积２．５ １０ ｍ

并为洪
４

可供给６ １０ ｈｍ２耕地

春灌水源．
２．２ 净化水质 改善生态环境
洪湖水生生物生长茂盛
体上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

这为增加稀释自净功能 消纳污染物质提供了良好条件． 洪湖水质目前总
这主要是因为湿地净化水质的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

大 湖渠水流畅通 对于改善洪湖生态环境的作用更大．

汛期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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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水产养殖
洪湖是我国重要的淡水渔业基地之一． 这里不仅水域广阔 气候适宜 而且水生生物资源十分丰富
这些均为发展渔业生产

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洪湖水资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２００２年洪湖及其周围子湖

湖滩水产品产量达１９ １０４ｔ
２．４

城镇供水

农业灌溉 旅游观光

洪湖水质良好
的开发
２．５

其中鱼类１２ １０４ｔ．

是沿湖工业用水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地． 由于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资源

洪湖在旅游 水上活动等其他许多方面也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候鸟的重要越冬栖息地
洪湖是候鸟的重要越冬地 湖区共有鸟类１３３种
黑鹳（Ｃｉｃｏｎｉａ ｎｉｇｒａ）

（Ｃｉｃｏｎｉａ ｃｉｃｏｎｉａ）
ｖｏｃｉｆｅｒ）

白肩雕（Ａｑｕｉｌａ ｈｅｌｉａｃａ）

分属１６目４０科．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物种有白鹳

中华秋沙鸭（Ｍｅｒｇｕｓ ｓｅｒｒａｔｏｒ）

大鸨（Ｏｔｉｓ ｔａｒｄａ）共６种

白尾海雕 （Ｈａｌｉａｅｅｔｕｓ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共１３种

湖北省重

点保护鸟类共３８种． 每年来洪湖越冬的雁鸭类等水禽在百万只以上 是众多水禽的栖息地 越冬地和迁
徙 驿站

３

．

洪湖湿地面临的威胁

３．１ 调蓄洪功能大为减弱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洪湖是一个通江湖泊 当时湖泊面积约为 ７６０００ｈｍ２ 从 １９５８ 年到 １９８２ 年 面积减
少了一半以上 使得蓄水功能大为减弱．
３．２ 水质污染压力趋强
随着湖滨人口增加 农业生产规模扩大 各种污染源及排放也与日俱增
的机油

柴油泄漏 局部渠道内仍有城镇生活污水流入

如湖中游船增多可能发生

游客丢弃的果皮垃圾等． 水质监测表明

洪湖

水质有恶化的趋势 如不采取有效措施 后果将相当严重．
３．３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种群结构日趋不合理
由于江湖阻隔

破坏了洄游性鱼类的繁衍生境 造成许多江河洄游性

半洄游性鱼类无法回到洪湖

进行栖息繁殖 加上酷渔滥捕 对洪湖现存的鱼类物种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破坏．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０
年 洪湖鱼类已从 ７４ 种减少到 ５７ 种 并且大型经济鱼类愈来愈少．
由于大面积的围湖造田

大规模围栏网养鱼养蟹 湿地植被尤其是周边挺水植物被不断分割 特别

是采取连根拔掉水草用以养鱼的掠夺式采收方法
重破坏． 据研究
类

使得水禽的食物来源 隐蔽 繁殖和栖息场所受到严

在洪湖越冬候鸟的种群数 现在只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３／４ 尤其是国家重点保护鸟

如白鹳 黑鹳和天鹅等种群数量逐年减少．
洪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水生植物优势种如菱角 苦草

竹叶眼子菜

莲等到 ８０ 年代已大为减少 而

微齿眼子菜和穗花狐尾藻则成为全湖的优势种． ８０ 年代与 ６０ 年代相比 优势群落总数减少了 ６ 个． 到
９０ 年代 微齿眼子菜和穗花狐尾藻则成为全湖的绝对优势群落． 目前

湖内野生的芦苇 茭白 菱 芡

实等经济植物逐渐消失．

4

洪湖湿地资源保护对策

４．１ 强化监管措施 实施有效管理
洪湖湿地面积大

范围广

年建立保护区以来 洪湖市委

涉及的部门多

单纯依靠一个部门实施管理

显然十分困难． 自 １９９６

市政府从保护洪湖湿地资源 实现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战略高度出发

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要完全恢复洪湖的多种功能
必须要进一步实施更加强有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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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建全管理机构 形成联防群管网络
组建由荆州市政府牵头

及公安 水利

有洪湖市

监利县政府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洪湖渔业管理局以

农业 林业和沿湖各乡镇参加的洪湖湿地管理委员会

并常设办公室

内的建设和管理． 在壮大保护区执法职能的同时 建立乡 镇自然保护管理机构
形成联防群管网络 壮大自然保护事业的管理队伍

专门协调保护区

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

提高自然保护效益．

４．３ 加强法制建设 实施依法管理
洪湖湿地位于人口稠密 经济较为发达的洪湖市和监利县 自然保护管理难度较大 应尽快出台 洪
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实施依法管理．

４．４ 开展清湖禁猎 保护洪湖湿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历史上洪湖湖区人民除以捕鱼为生外

养鱼

猎鸭收入是经济的一大补充． 建区前

由于无人管理

和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插杆为界 随意围湖养殖的现象到处可见 ． 每逢候鸟迁徒期间 洪湖地区偷猎现
象时有发生

严重威胁着鸟类的栖息． 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 控制乱捕乱猎的违法行为． 建议加强

禁

渔期 的管理 控制养殖面积．
４．５ 推广优质高效养殖模式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洪湖渔民主要收入是靠从事 四大家鱼 的养殖 且经常为争夺水面和水草发生纠纷 推广 洪湖
名特优产业 模式很有必要． 可采用轮换蓄禁的方法 且不影响水环境 对水生植物影响不大 效益是
养殖四大家鱼的一倍． 同时 通过开展生态旅游 使游人在游览美丽风光的同时 进行湿地保护宣传教
育活动 增强人们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生态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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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tland Resources of Honghu Lak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ts Protection
LU Shan1 & JIANG Jiahu2
(1:Honghu Lake Nature Reserve in Hubei Province, Honghu 433200, P.R. China;
2: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Limnology,CAS, Nanjing 210008, P.R.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wetland resources’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Honghu Lake are expounded from some aspects,
such as geology, landform, meteorology, hydrology, soil, biodiversity and so on. Due to the wetland resources of
Honghu Lake being threatened by floods and the human activities, some countermeasures of proper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wetland resources of Honghu Lake are proposed.
Keywords: Honghu Lake; wetland resources;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