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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淡水湿地水文过程控制着湿地植被景观的形成与演变．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 遥感影像数据，利用决策树分类

法提取鄱阳湖湿地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 ４ 期景观信息，通过景观格局指数、转移矩阵和质心迁移法对苔草景观的空
间变化及其与水文过程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鄱阳湖湿地秋、冬季苔草景观分布面积受到水位和退水过程
的影响，低水位年的中滩位缓慢退水与低滩位快速出露更有利于苔草景观的扩张；苔草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水位关系密
切，在低水位年份，低位洲滩提前出露，苔草景观分布高程较低，部分低位光滩被苔草所侵占，原苔草分布的部分洲滩转
变为芦荻景观，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较重，在高水位年份，低位洲滩长期被水体淹没，苔草景观分布高程相对较高，部分芦
荻分布区被苔草所侵占，而原苔草景观的部分区域转变为水体和光滩，由于该期间苔草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周和入湖河口
地带的高位洲滩上，其景观破碎化程度较轻；水位年际间的升降变化会影响苔草景观质心位置，年均水位上升引起景观
质心发生向湖岸方向推进，而年均水位下降则会导致苔草景观质心向湖心方向转移．
关键词： 苔草景观；景观格局；水位变化；响应；鄱阳湖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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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凯等：鄱阳湖湿地苔草（ Ｃａｒｅｘ） 景观变化及其水文响应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ｋｅｓｈｏ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ｅｘ；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湿地景观格局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综合作用的结果 ［１］ ． 其中，水文过程是淡水湿地景观格局

形成与演变更为重要的控制性因素，主导了湿地植被基本的空间分布格局 ［２⁃３］ ． 不同的水文过程导致土壤水
分梯度变化，引起湿地植物的分布范围和群落结构出现空间差异，形成不同的植被景观类型，并在空间上表
现为一定的景观格局 ［４］ ． 在淡水湿地生态系统中，植被景观往往表现出沿水分梯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带状分
布格局 ［５⁃６］ ． 而水文过程年际间的变动，又会影响湿地植物群落的稳定性和物种多样性，当变动超过植物的
耐受范围，则会引起植物群落发生正向或逆向演替，从而导致植被景观格局发生改变 ［７⁃１０］ ．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也是长江中游重要的通江湖泊之一． 受长江和“ 五河” （ 赣江、抚河、信江、

饶河、修水） 来水的双重影响，湖泊水位年内变化巨大，呈现丰水期与枯水期交替出现的独特水文节律 ［１１］ ，
这种节律性水位变化，使洲滩各高程带的出露—淹没过程不一，形成不同的湿地水文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

植物群落带． 此外，由于水位年际间的波动性和多变性，使湿地原有水文环境遭到破坏，引起植物群落结构、
分布范围及分布高程发生变化 ［１２］ ． 尤其近十几年来，受气候因素和三峡工程运行的影响，江湖关系发生显
著变化 ［１３］ ，导致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偏低，枯水期提前、延长，植被景观的空间格局随之发生明显改变 ［１４］ ． 针
对鄱阳湖湿地植被，早期更多地基于野外实地调查和遥感解译，研究鄱阳湖湿地植被类型、分布及其演化规
律 ［１５⁃１８］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鄱阳湖湿地植被演化与水文过程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
展 ［１９⁃２２］ ，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角度，利用遥感影像数据研究鄱阳湖
湿地典型植被———苔草（ Ｃａｒｅｘ） 景观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对水文变化的响应，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深入理
解湿地植被景观格局演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鄱阳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湿地，也是世界重要湿地之一，地处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水

域面积在夏季丰水期达到 ３７００ ｋｍ２ 以上，而在秋、冬季枯水期缩减至 １０００ ｋｍ２ 以下，呈现“ 洪水一片、枯水一
线” 的独特自然景观 ［２０］ ． 水位的周期性涨落形成了大面积水陆交替的草洲、泥滩和沙滩． 在全湖尺度上，洲
滩植被沿水分梯度总体呈较为明显的条带状分布格局，由湖岸向湖心方向分布的主要优势植物群落为芦苇
群落（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南荻群落（ Ｔｒ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苔草群落（ Ｃａｒｅｘ） 、虉草群落（ 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和沉水植物群落． 芦苇与南
荻群落多分布于 １６ ～ １８ ｍ 高程的高位洲滩，每年 ３ 月前后开始萌芽，９

１０ 月开花，１１

１２ 月开始枯萎；苔

草与虉草群落多分布于 １２ ～ １６ ｍ 高程的中低位洲滩 ［１５］ ，其中，苔草群落是鄱阳湖湿地分布最广、面积最大
的植被群落类型 ［２３⁃２４］ ，分为春草和秋草，春草一般 ２

５ 月为萌发生长期，丰水期被湖水淹没，大量死亡或进

入休眠状态，秋草则在秋季退水期洲滩出露后开始生长，一般 ９

１２ 月为萌发生长期，次年 １

２ 月枯萎 ［２３］ ；

虉草每年 ２ 月萌芽生长，至丰水期基本完成其生命周期，秋季洲滩出露后，只有少数虉草还可继续生长；沉
水植物群落分布在 １２ ｍ 高程以下且长期处于淹水状态的低洼地带 ［１５］ ． 在中等尺度下，由于受微地形和水分
条件的影响，各植被类型在滩地上交错出现，构成湿地群落复合体结构和水平镶嵌结构 ［２３］ ．
依据星子站水位数据，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 年间鄱阳湖湿地多年月均水位最高值在 １８ ｍ 左右，明显高于苔草群

落的分布高程，因此，本研究以鄱阳湖区 ＤＥＭ 生成的 １８ ｍ 等高线和湖区圩堤界线为基础，提取与鄱阳湖连
成一体并受鄱阳湖洪水影响的区域，作为鄱阳湖湿地范围（ 图 １） ．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遥感数据和非遥感数据 ２ 种． 由于鄱阳湖水位年内变化剧烈，在高水位时，大部分

洲滩植被为湖水所淹没，而低水位时，洲滩植被出露水面，为避免水淹的干扰，在遥感影像选取时，尽量选择
水位较低且苔草等植被生长较为旺盛的秋、冬季影像，该时段鄱阳湖已基本进入枯水期，苔草等植被几乎全
部出露水面，且此时苔草植被正值成熟期，与其他植被影像特征差异较为明显，另外，在秋、冬季鄱阳湖区云
雨较少，影像质量较高，便于进行遥感影像解译，因此，遥感数据最终选取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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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４）
１０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影像，其轨道号为 １２１ ／ ４０，空间分辨
＋

率为 ３０ ｍ． 非遥感数据包括鄱阳湖区 １ ∶ ５００００ 地形图
和 ＤＥＭ、圩堤数据以及野外考察采集的点位数据，作为
研究区域确定和景观信息提取的辅助数据；另外，还包
括鄱阳湖水位数据，鄱阳湖共设有康山、吴城、都昌、星
子、湖口 ５ 个基本水文站，其中星子水文站位于鄱阳湖
入江水道上段左岸，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鄱阳湖在江
湖作用层面以及大湖面的水情变化 ［１１］ ，故选星子水文
站观测水位（ 吴淞高程，下同） 代表鄱阳湖水位．

遥感影像处理首先借助 ＥＮＶＩ ４．７ 软件对遥感影像

进行波段合成；以 １ ∶ ５００００ 地形图作为参考图像对影
像进行几何精校正；利用确定的鄱阳湖湿地范围作为
掩膜对合成后影像进行裁剪；依据影像的光谱特征及
计算得到的 ＮＤＶＩ 值，采用决策树分类法对秋、冬季枯
水期鄱阳湖湿地遥感影像进行解译． 鄱阳湖湿地景观
可分为非植被景观和植被景观． 非植被景观包括水体、
泥滩和沙滩；植被景观主要包括沉水植物群落、中低位
洲滩的苔草与虉草群落、高位洲滩的芦苇与南荻群落．

其中，沉水植被没于湖中，在 ＴＭ ／ ＥＴＭ 遥感影像中难
＋

图 １ 鄱阳湖湿地范围

以与水体区分，并与水体区域叠合，故分类时未单独划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分，而将其归入到水体景观中；泥滩与沙滩合并为光滩
景观；苔草、南荻、芦苇等植被是鄱阳湖湿地秋、冬季最

主要的优势植被类型，呈不规则的带状或片状分布，面积较大，其他湿生植被（ 如虉草等） 在秋、冬季分布面
积较小，且常与优势群落相混杂 ［１８］ ． 另外，由于 ＴＭ ／ ＥＴＭ 影像的分辨率为 ３０ ｍ，对于面积较小的植被类型
＋

难以准确解译出来． 基于上述考虑，根据各景观的影像特征和植被的生长发育节律不同，本研究将鄱阳湖湿
地景观分为水体景观（ 包括水体与沉水植物群落） 、光滩景观（ 包括泥滩和沙滩） 、苔草景观（ 以苔草为主，包

括虉草、藜蒿在内的中低位洲滩植物群落） 和芦荻景观（ 以芦苇与南荻为主的高位洲滩植物群落） ４ 种类型；
利用野外采集的点位数据和目视判读数据进行解译精度评价，并通过人工目视纠正错分区域，确保遥感影
像解译精度达到 ８０％ 以上；最终形成鄱阳湖湿地景观类型图（ 图 ２） ．

１．３ 研究方法

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法研究苔草景观结构变化． 基于斑块类型水平上选取景观类型面积、景观类型面积

百分比、 平 均 斑 块 面 积、 斑 块 数 目、 斑 块 密 度、 平 均 形 状 指 数 和 平 均 分 维 数 等 指 标， 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０ 软件提取各景观格局指数，从分布面积、破碎化、形状方面研究苔草景观结构变化． 各指标
计算方法及生态意义参考文献［２５］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用户指南．

利用转移矩阵法研究苔草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间的相互转换．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模块对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期遥感影像解译图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属性数据整理后得到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个时段苔草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相互转化的面积． 转移矩阵的表达式

é Ｓ１１
ê

Ｓ ２１
Ｓ ｉｊ ＝ ê
ê…

Ｓ １２

…

Ｓ １ｎ ù

…

…

…ú

Ｓ ２２

…

１９９９、１９９９

［２６］

为：

ú

Ｓ ２ｎ ú

（１）

êＳ Ｓ … Ｓ ú
ｎｎ û
ë ｎ１ ｎ２

式中， Ｓ 为面积， ｎ 为转移前后景观类型数，ｉ、ｊ（ ｉ， ｊ ＝ １、２、…、ｎ） 分别为转移前、转移后的景观类型， Ｓ ｉｊ 为前
一期的 ｉ 类景观转变成后一期的 ｊ 类景观的面积． 矩阵中每一行元素代表前期 ｉ 类景观向后期各类景观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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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２ 年鄱阳湖湿地景观类型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２
出信息，每一列元素代表后期的 ｊ 类景观从前期的各类景观的流入信息．

利用分布质心迁移法研究苔草景观空间分布的变动情况． 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工具生成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个时期苔草各斑块的分布质心，并生成各斑块质心的经纬度，运用公式（２） 计算得到
各期苔草景观分布质心，通过对景观分布质心的比较，反映不同时期鄱阳湖湿地苔草景观在空间上的变化
特征． 质心坐标的计算公式 ［２７］ 为：
Ｘ ＝

( ∑ Ｃ ·Ｘ ) ( ∑ Ｃ ) ；Ｙ ＝ ( ∑ Ｃ ·Ｙ ) ( ∑ Ｃ )
ｎ

ｉ＝１

ｎ

ｉ

ｉ

ｉ＝１

ｎ

ｉ

ｉ＝１

ｎ

ｉ

ｉ

ｉ＝１

ｉ

（２）

式中，Ｘ 和 Ｙ 分别为按面积加权得到的质心经度和纬度，Ｘ ｉ 和 Ｙ ｉ 分别为苔草景观第 ｉ 个斑块的经度和纬度，
Ｃ ｉ 为苔草景观第 ｉ 个斑块的面积，ｎ 为苔草景观的斑块总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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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苔草景观格局变化

２．１．１ 苔草景观结构变化

研究期间，鄱阳湖湿地苔草景观面积经历了先逐渐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过程（ 表

１） ，最大分布面积为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０１９．７ ｋｍ２ ，占研究区面积的 ３３．７３％ ，与 １９９２ 年相比，苔草景观面积增加了
４２３．２２ ｋｍ２ ，扩张近 ７１％ ；２０１２ 年苔草景观面积为 ７３７．７２ ｋｍ２ ，较 ２００６ 年减少了 ２８１．９８ ｋｍ２ ． 斑块数、斑块密
度与面积的变化趋势一致，而平均斑块面积表现为先逐渐减小后增大的趋势，这表明苔草景观的破碎化程
度也经历了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过程． 从景观形状来看，４ 期的平均分维数和平均形状指数无明显变化趋
势，基本保持稳定，说明苔草景观在自然状态下形状的不规则性变化较小．

表 １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 年苔草景观格局指数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ｘ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年份

景观类型面积 ／ 景观类型面积
百分比 ／ ％
ｈｍ２

平均斑块
面积 ／ ｈｍ２

斑块数目

斑块密度 ／
（ 个 ／ ｈｍ２ ）

平均形状
指数

平均分
维数

１９９２

５９６４８．８２

１９．７０

２４．０３

２４８２

０．８２

１．４０８

１．０５６

２００６

１０１９７０．１２

３３．７３

２０．６７

４９３６

１．６３

１．３３９

１．０５５

１９９９

７０２７３．００

２０１２

２３．１９

７３７７１．６９

２．１．２ 苔草景观转移变化

２４．３９

２３．００
３２．９６

３０５４

１．０１

２２３９

１．４２９

０．７４

１．３８９

１．０５８
１．０５６

苔草景观除了面积发生变化外，其分布区域也在研究期间发生明显改变，这意味

着苔草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之间进行着较为频繁的转入与转出过程．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年间，苔草景观主要与芦

荻以及光滩景观发生相互转换，而与水体间的转换极少（ 表 ２） ． 该阶段苔草景观转出的主要方向为芦荻景
观，有 １１４．９４ ｋｍ２ 的苔草景观转变为芦荻景观，占转出总面积的 ７０％ ，转为光滩景观部分的面积占转出总面
积的 ２７．３２％ ；而转入部分也主要来自芦荻景观，共有 １４２．８２ ｋｍ２ 的芦荻景观转变为苔草景观，占转入量的

５２．９６％ ，而光滩景观有 １２４．８５ ｋｍ２ 转变为苔草景观，占转入量的 ４６．３０％ ． 在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年间，苔草景观面积

进一步扩大，达到 １０１９．７０ ｋｍ ，该阶段苔草景观转出方向仍以芦荻景观为主，占转出总面积的 ７６．９２％ ，转为
２

光滩景观部分占转出总面积的 １５．６７％ ；而转入部分则与前一阶段不同，光滩成为该阶段的主要转入景观类
型，占转入总面积的 ５７．６６％ ，而芦荻景观的转入部分占转入总面积的 ２８．３２％ ，此外，也有 ６６．１７ ｋｍ２ 的水体
景观转变为苔草景观，占转入总面积的 １４．０２％ ，明显高于上一阶段． 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间，苔草景观面积大幅

减少，有 ５０６．３９ ｋｍ２ 的苔草景观转出为其他景观类型，其中有 ２９７．３１ ｋｍ２ 转变为水体景观，占转出总面积的

５８．７１％ ，是该阶段的主要转出方向，其次是光滩，转移面积为 １２６．１４ ｋｍ２ ，占 ２４．９１％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其

他景观转入为苔草景观，最主要的转入来源为芦荻景观，转入面积为 １５５．２２ ｋｍ２ ，占转入总面积的６７．１７％ ，
另外，还有 ２９．４６％ 来自于光滩景观，而水体景观转入部分极少，仅占转入部分的 １．３７％ ．

表 ２ ３ 个时段苔草与其他景观类型之间的转移面积（ ｋｍ２ ）

Ｔａｂ．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Ｃａｒｅｘ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段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年

转入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年

转入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

转出
转出
转入
转出

芦荻

水体

光滩

总计

１４２．８２

２．０１

１２４．８５

２６９．６８

１３３．６６

６６．１７

２７２．１８

４７２．０１

１５５．２２

３．０７

６６．１２

１１４．９４
１１８．６１
８２．９４

４．３８

１１．４３
２９７．３１

４４．８６
２４．１６

１２６．１４

１６４．１８
１５４．２０
２２４．４１
５０６．３９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研究期间苔草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之间进行着频繁的相互转换，但不同时段其转

移方向及转移量存在较大差异．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和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年期间，苔草景观主要转出为芦荻景观，２００６

８７５

周云凯等：鄱阳湖湿地苔草（ Ｃａｒｅｘ） 景观变化及其水文响应

２０１２ 年间则主要转出为水体景观；而 ３ 个时段的转入部分主要来自芦荻和光滩景观，占总转入面积的 ８６％
以上．

２．１．３ 苔草景观质心迁移变化

的迁移方向有所不同． 在 １９９２

研究期间，苔草景观分布质心均位于大湖区的西南部，但不同时期，分布质心
１９９９ 年间，鄱阳湖湿地苔草景观分布质心向西北方向偏移了 ７３９．８７ ｍ，整

体向赣江中支入湖河口形成的三角洲方向推进，质心点高程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２．９４ ｍ 略升高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３．０１
ｍ；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年间，苔草景观分布质心又向东偏南方向偏移了 １５２７．１９ ｍ，年均偏移量（２１８．１７ ｍ ／ ａ） 明显大

于前一阶段（１０５．７０ ｍ ／ ａ） ，该时期质心点向远离湖岸方向推进，质心点高程明显降低，降低了 ０．３６ ｍ；而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间，分布质心向南迁移 ４７７．３８ ｍ，年均偏移量（７９．５６ ｍ ／ ａ） 最小，质心点高程升高了 ０．１２ ｍ，这

一阶段分布质心略表现出向湖岸方向推进（ 图 ３） ．

图 ３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 年苔草景观分布质心迁移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ｅｎｔｒｉｏｄ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ｅｘ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２．２ 鄱阳湖水位变化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 年间，鄱阳湖年均水位波动频

繁（ 图 ４） ，多年平均水位为 １３．２０ ｍ，最大值出现

在 １９９８ 年，为 １５．６１ ｍ，最小值出现在 ２０１１ 年，
为 １０．９６ ｍ，年均水位最大差值为 ４．６５ ｍ． 从多
年变化曲线来看，鄱阳湖年均水位整体表现出
一定的下降趋势． ２００６ 年为相对枯水年，年均水
位为 １１．５５ ｍ，低于多年平均值 １．６５ ｍ；１９９９ 年
为相对的丰水年，年均水位达到 １４． １２ ｍ，高于
多年平均值 ０．９２ ｍ；而 １９９２ 和 ２０１２ 年的年均水
位也高于多年平均值，分别为 １３．３３ 和 １３．７４ ｍ．

由于受入湖河流及长江径流过程的影响，

图 ４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 年鄱阳湖星子站年均水位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Ｘｉｎｇｚ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不同年份鄱阳湖水文变化过程有所差异． 研究期间，水位年内变化虽然均呈单峰模式（ 图 ５） ，但 ２００６ 年水位
变化过程最为平缓，最高水位为 １６．７２ ｍ，最低水位为 ７．８４ ｍ，年内变幅为 ８．８８ ｍ；而 １９９９ 年水位变化过程最
为剧烈，最高水位达到 ２１．７１ ｍ，最低水位为 ７．８３ ｍ，年内变幅达到 １３．８８ ｍ，１９９２ 和 ２０１２ 年的水位变化过程
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年内变幅分别为 １２．４１ 和 １１．８４ ｍ． 若以年内最高水位为界将鄱阳湖水位过程分为涨水
和退水 ２ 个阶段，则 ２００６ 年退水时间相对提前（６ 月 ２１ 日） ，退水过程最为缓慢，日均水位降低 ０．０５ ｍ；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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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退水时间相对滞后（８ 月 １３ 日） ，退水过程相对较快，日均水位降低 ０．０７ ｍ；而 １９９９ 年自 ７ 月 ２１ 日开始退
水，退水阶段水位日均降低值最大，为 ０．０８ ｍ ／ ｄ．

图 ５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２ 年鄱阳湖水位变化过程

Ｆｉｇ．５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ｉｎ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２
表 ３ 不同高程带苔草景观面积百分比构成
Ｔａｂ．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ｘ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年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面积百分比 ／ ％

水文条件影响． 对于秋季苔草而言，地貌高程与

１２ ～ １４ ｍ

１４ ～ １６ ｍ

≥１６ ｍ

１７

６５

１８

０

２４
１９

７３

１６

６２

１４

６０

２０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最高水位→１６ ｍ
３３
８３
１８
２６

１６ ｍ→１４ ｍ
１４
１７
３６
２９

程来看（ 表 ３） ，研究的 ４ 个年份中，苔草均分布在

１６ ｍ 高程以下，其中 １２ ～ １４ ｍ 高程带是苔草最

０

积占比不同，反映了苔草主要分布高程 的变 化．

０

为主要的分布区，但不同年份各高程带上苔草面
在枯水年（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ｍ 以下高程的苔草面积
占比高于其他年份，而１４ ～ １６ ｍ 高程的面积占比
低于其他高程，说明枯水年的低水位引起苔草分
布高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移．

Ｔａｂ．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历时 ／ ｄ

湿地退水过程的影响更为重要． 从苔草的分布高

０

表 ４ 退水过程不同阶段经历时间

年份

２．３．１ 苔 草 景 观 分 布 与 结 构 对 水 文 变 化 的 响 应
鄱阳湖湿地苔草景观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地貌及

≤１２ ｍ
１１

２．３ 苔草景观对水文变化的响应

从苔草景 观 分 布 面 积 来 看 （ 表 １） ， 枯 水 年

（２００６ 年） 苔草面积远高于其他年份，但最小面

１４ ｍ→１２ ｍ
４１
３０
８

１８

积并未出现在丰水年 （ １９９９ 年） ，而是出现在相
对的平水年（ １９９２ 年） ，这说明水位仅是影响苔
草景观分布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苔草景观的分
布还受到其他水文因子的影响． 通过对 ４ 个年份
退水过程分析发现，不同年份退水过程各阶段历
时差异明显 （ 表 ４） ， 在 苔 草 分 布 的 主 要 高 程 区
间，水位由 １６ ｍ 降到 １４ ｍ，以苔草分布面积最大

的 ２００６ 年历时最长（３６ ｄ） ，其次为 ２０１２ 年（２９ ｄ） ，而苔草分布面积最小的 １９９２ 年历时最短（１４ ｄ） ；当水位
由 １４ ｍ 继续下降到 １２ ｍ，２００６ 年历时最短（８ ｄ） ，其次为 ２０１２ 年（１８ ｄ） ，而 １９９２ 年历时最长（４１ ｄ） ． 结合 ４

个年份的苔草景观面积可发现，中滩位（１４ ～ １６ ｍ 高程带） 的退水历时长且低滩位（１２ ～ １４ ｍ 高程带） 退水历
时短，苔草景观面积则大，反之，则小． 据此可初步推测，中滩位的缓慢退水和低滩位的快速出露联合作用下
的水文经历更有利于苔草的萌芽生长与扩张，形成面积较大的苔草景观；相反，中滩位的快速退水和低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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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慢出露联合作用下的水文经历则会对苔草的萌发与分布产生抑制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反映退水过程对
苔草景观分布具有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水位的年际间升降，苔草景观空间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 在低水位年份（ ２００６ 年） ，鄱阳

湖湿地的洲滩大面积出露，尤其在“ 五河” 河口及湖心地带，由河流冲淤作用形成诸多大小不一的洲滩出露
水面，在一定的高程带上形成了苔草适生的水文环境，苔草开始萌芽、生长，苔草空间上呈较为明显的片状
分布格局，苔草斑块数目较多，而平均斑块面积较小，苔草景观的破碎化程度相对较重；而在高水位年份
（１９９９ 年） ，由于河口与湖中部分洲滩被水体所淹没，苔草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周及河口地带高程相对
较高的洲滩上，苔草景观空间上呈现出条带状分布格局，苔草分布的斑块数目较少，平均斑块面积较大，景
观破碎化程度相对较轻． 而斑块平均形状指数与平均分维数对水位变化并不敏感，苔草斑块始终在自然状
态下呈现出不规则状．

２．３．２ 苔草景观转移对水文变化的响应

由于水位年际间的变动，苔草分布区域及分布高程发生改变，导致

苔草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间不断进行转换． 当处于相对的高水位年份（ 如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 年） ，苔草分布高程有
所上移，侵占先前的芦荻景观分布区，然由于湿地洲滩地貌的复杂性以及水文情势的多变性，部分原苔草生
长区域形成更有利于芦荻生长的水文环境，使苔草景观被芦荻景观所取代；此外，还有部分原苔草分布的低
位洲滩由于长期的水淹而不利于苔草自身的生存，转变成为光滩和水体景观；而处于相对的低水位年份

（２００６ 年） ，苔草的分布高程有所下移，部分光滩被苔草所侵占，原苔草分布的高位滩地则转变为芦荻景观，
此外，受局地特殊的水文与地貌条件影响，也有部分芦荻景观转变为苔草景观．

２．３．３ 苔草景观质心对水文变化的响应

随着苔草分布区域与分布高程的变化，苔草景观的分布质心也不断

发生迁移． 从景观质心迁移方向与水位变化情况可看出，苔草景观质心迁移方向与水位升降紧密相关． 在水
位上升时期（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 ，苔草的主要分布区域向湖岸带和入湖河流河口区的较高滩位转

移，其景观质心会发生向湖岸方向的迁移；而在水位降低时期（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 年） ，苔草分布高程下降，湖中出

露的滩地、入湖河口以及湖岸带的中低滩位被苔草侵占，其主要分布区域向湖心低位洲滩方向扩张，从而引
起分布质心也随之向湖心方向迁移．

３ 结语
利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遥感影像数据，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分析了
＋

鄱阳湖湿地典型植被—苔草景观的空间变化，并对其与水文过程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主要得到
以下结论：

１）１９９２

２０１２ 年间，鄱阳湖湿地年均水位波动频繁，然整体略呈下降趋势． 不同年份湿地水文变化过程

差异明显，其中 ２００６ 年水位变化最为平缓，退水过程最慢；而 １９９９ 年水位变化最为剧烈，退水过程最快．

２） 鄱阳湖湿地秋、冬季苔草景观分布主要受地貌高程和水文过程影响． 苔草景观分布在 １６ ｍ 高程以

下，而 １２ ～ １４ ｍ 高程带是其最主要的分布区间；苔草景观分布面积受到水位的影响，但退水过程影响更为重
要，尤其是中滩位（１４ ～ １６ ｍ 高程带） 与低滩位（１２ ～ １４ ｍ 高程带） 退水过程的联合作用对苔草景观的分布起
到促进或抑制作用．

３） 苔草景观空间格局与水位密切相关，在低水位年份，苔草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较重，景观质心向湖心方

向迁移；在高水位年份，其景观破碎化程度较轻，景观质心会向湖岸方向推进．

鄱阳湖湿地植被景观格局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虽然水文过程起到主要的控制作用，但其他因素（ 如
泥沙冲淤、土壤环境、人为开垦、火烧、放牧等） 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目前，淡水湿地植被景观格局与水文变化
关系研究虽取得一定进展，但研究的深度还十分有限，未来还需更为长期的系统观测与模拟试验才能定量
地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同时，也需要加强其他因素在湿地植被景观格局变化中的作用研究，从而进一
步丰富和完善湿地植被格局演变理论．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鄱阳湖湖泊湿地观测研究站在野外点位数据采集时提供的帮助；同时感谢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陈宇炜研究员，孙占东、赖锡军副研究员提供的水位数据．

８７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４）

４ 参考文献
［１］

［２］
［３］

［４］

［５］
［ ６］

Ｂａｉ Ｊｕｎｈｏｎｇ， Ｏｕｙａｎｇ Ｈｕａ， Ｙａｎｇ Ｚｈｉ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５， ２４（４） ： ３６⁃４５．［ 白军红， 欧阳华， 杨志峰等． 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５， ２４（ ４） ：
３６⁃４５．］

Ｈｕａｎｇ Ｙｉｌｏｎｇ， Ｆｕ Ｂｏｊｉｅ， Ｃｈｅｎ Ｌｉｄ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２３
（３） ： ５８０⁃５８７．［ 黄奕龙， 傅伯杰， 陈利顶． 生态水文过程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３（３） ： ５８０⁃５８７．］

Ｌｉ Ｘｕ， Ｘｉｅ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７（３） ： ２８０⁃２８８． ［ 李旭， 谢永宏， 黄继山等． 湿地植被格局成因研究进展． 湿
地科学， ２００９， ７（３） ： ２８０⁃２８８．］

Ｃａｏ Ｑ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Ｓｅｎｋａｉ， Ｈｕａｎｇ Ｂｉｎ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ｓｉｄｅ ｚｏｎ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４， （３） ： ８２⁃８６． ［ 曹庆， 黄森开， 黄彬彬等． 水文过程对湖滨带景观格局影响研究进展． 人
民珠江， ２０１４， （３） ： ８２⁃８６．］

Ｂｏｒｎｍａｎ ＴＧ， Ａｄａｍｓ ＪＢ， Ｂａｔｅ Ｇ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ｉｆａｎｔｓ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２００８， ７４（４） ： ６８５⁃６９５．

Ｈｕａｎｇ Ｑｕｎ，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ｈｕ， Ｌａｉ Ｘ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 ２０１３， ２２（７） ： ９２３⁃
９２７． ［ 黄群， 姜加虎， 赖锡军等． 洞庭湖湿地景观格局变化以及三峡工程蓄水对其影响．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７］
［８］
［９］

［１０］

［ １１］

［１２］

［ １３］

２０１３， ２２（７） ： ９２３⁃９２７．］

Ｂａｃｏｎ ＰＥ， Ｓｔｏｎｅ Ｃ， Ｂｉｎｎｓ ＤＬ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ｃａｍａｌｄｔｄｅｎｓｉ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 ｒｉ⁃

ｐａｒ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３， １５０： ５４１⁃５６１．

Ｂｅａｕｃｈａｍｐ ＶＢ， Ｓｔｒｏｍｂｅｒｇ ＪＣ． Ｆｌｏ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ｄ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ｈａｓ ｍｉｎｉ⁃
ｍ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ｘ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２００７， ２７（２） ： ３８１⁃３８９．

Ｙａｏ Ｘｉｎ， Ｙａｎｇ Ｇｕｉｓｈａｎ， Ｗａｎ Ｒｏｎｇ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４， ２６（６） ： ８１３⁃８２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６０１．［ 姚鑫， 杨桂山， 万荣荣等． 水位变化对河流、湖泊湿地
植被的影响．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４， ２６（６） ： ８１３⁃８２１．］

Ｌｉ Ｓｈｅｎｇｎａｎ， Ｗａｎｇ Ｇｅｎｘｕ， Ｄｅｎｇ Ｗ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２７（６） ： １０１２⁃１０２０． ［ 李胜男， 王根绪， 邓伟． 湿地景观格局与水文过程研究进展． 生态学
杂志， ２００８， ２７（６） ： １０１２⁃１０２０．］

Ｄａｉ Ｘｕｅ， Ｗａｎ Ｒｏｎｇｒ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Ｇｕｉ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ｈｙｔｈｍ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２４（１２） ： １４８８⁃１４９６． ［ 戴雪， 万荣荣， 杨
桂山等． 鄱阳湖水文节律变化及其与江湖水量交换的关系．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４， ２４（１２） ： １４８８⁃１４９６．］

Ｙｕ Ｌｉ， Ｈｅ Ｌｏｎｇ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 Ｑｉ ｅｔ ａｌ．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６） ： ４８⁃５２． ［ 余莉， 何隆华， 张奇等．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影像的鄱阳湖典型湿地动
态变化研究． 遥感信息， ２０１０， （６） ： ４８⁃５２．］

Ｄａｉ Ｘ， Ｗａｎ ＲＲ， Ｙａｎｇ ＧＳ．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 ２５（３） ： ２７４⁃２８８．

［１４］

Ｈｕ Ｚｈｅｎｐｅｎｇ， Ｇｅ Ｇａ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ｌｉｎ．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Ｑｕａｎｊｕｎ， Ｙｕ Ｘｉｕｂｏ， Ｈｕ Ｂｉｎｈｕ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Ｎａｎｊｉ Ｗｅｔ⁃

［１６］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ｌｉ， Ｄｉｎｇ Ｍｉｎｇｊｕｎ， Ｌｉ Ｇｕｉ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

［１７］

Ｇｅ Ｇ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Ａｎｎａ， Ｚｈｏｎｇ Ｙｉｙ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ｓｌｅｔｓ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ａｋ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 ２０１５， ２４（３） ： ３８１⁃３８６．［ 胡振鹏， 葛刚， 刘成林． 鄱阳湖湿地植
被退化原因分析及其预警．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５， ２４（３） ： ３８１⁃３８６．］

ｌａｎ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３５（１） ： ４２⁃４９． ［ 张全军， 于秀波， 胡斌华． 鄱阳湖南矶湿地植物群落分布特
征研究．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３， ３５（１） ： ４２⁃４９．］

ｒｏｕｎｄ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３， ４４（５） ： ８２⁃８６． ［ 刘肖利， 丁明军， 李贵才等． 鄱阳湖湿地植物群落沿高程
梯度变化特征研究． 人民长江， ２０１３， ４４（５） ： ８２⁃８６．］

周云凯等：鄱阳湖湿地苔草（ Ｃａｒｅｘ） 景观变化及其水文响应

８７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９（１） ： １９⁃２５． ［ 葛刚， 赵安娜， 钟义勇等． 鄱阳湖洲滩优势植物种群的分布格局． 湿地科学， ２０１１， ９
［１８］

［１９］

（１） ： １９⁃２５．］

Ｗｕ Ｊｉａｎｄｏｎｇ， Ｌｉｕ Ｇｕａｎｈｕａ， Ｊｉｎ Ｊｉｅ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ｅａｃｈ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２８（４） ： ５４９⁃５５４． ［ 吴建东， 刘观华， 金杰峰等． 鄱阳湖秋季洲滩植物种类结构分析． 江西科学，

２０１０， ２８（４） ： ５４９⁃５５４．］

Ｄａｉ Ｘ， Ｗａｎ ＲＲ， Ｙａｎｇ ＧＳ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１６， ７７３： ３５⁃４７．

［２０］

Ｌｉｕ Ｘｕｙｉｎｇ， Ｇｕａｎ Ｙａｎｎｉｎｇ， Ｇｕｏ 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 Ｎｉ Ｌｅｙｉ， Ｘｕ 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ａ⁃

［２２］

［ ２３］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６， ２８（１） ： １９５⁃２０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６．０１２３． ［ 刘旭颖， 关燕宁， 郭杉
等． 基于时间序列谐波分析的鄱阳湖湿地植被分布与水位变化响应．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 ２８（１） ： １９５⁃２０６．］

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２６（１０） ： １０５７⁃１０６３． ［ 张萌， 倪乐意， 徐军等． 鄱阳湖草
滩湿地植物群落响应水位变化的周年动态特征分析．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１３， ２６（１０） ： １０５７⁃１０６３．］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ｌｉ， Ｙｉｎ Ｊｕｎｘ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 Ｙｕｎ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２３（６） ： ７６９⁃７７６． ［ 张丽丽， 殷峻暹，
蒋云钟等．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湿地植被群落与水文情势关系．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２， ２３（６） ： ７６９⁃７７６．］

Ｈｕ Ｚｈｅｎｐｅｎｇ， Ｇｅ Ｇａｎｇ，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ｗａ⁃

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１９（６） ： ５９７⁃６０５． ［ 胡振鹏， 葛刚， 刘成林等． 鄱阳
湖湿地植物生态系统结构及湖水位对其影响研究．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０， １９（６） ： ５９７⁃６０５．］

［２４］

Ｗｕ Ｑｉｎ， Ｙａｏ Ｂｏ， Ｚｈｕ Ｌｉｌｉ 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Ｃａ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

［２５］

Ｌｉ Ｃｏｎｇ， Ｌｉ Ｘｉａｏｗｅｎ， Ｚｈｅｎｇ Ｙｕ ｅｔ 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Ｈｅｎｇｓｈｕ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ｅ⁃

［ ２６］

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ｍａｒｓｈｌ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１（２） ： ２１５⁃２１９． ［ 吴琴， 尧波， 朱
丽丽等． 鄱阳湖典型苔草湿地生物量季节变化及固碳功能评价．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２， ２１（２） ： ２１５⁃２１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０（１０） ： １５７１⁃１５７８． ［ 黎聪， 李晓文， 郑钰等． 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景观格局演变
分析． 资源科学， ２００８， ３０（１０） ： １５７１⁃１５７８．］

Ｑｉａｏ Ｗｅｉｆ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Ｙｅｈｕａ， Ｆａｎｇ 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３２（８） ： １４９７⁃１５０７． ［ 乔伟峰， 盛业

华， 方斌等． 基于转移矩阵的高度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演变信息挖掘———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３，

［２７］

３２（８） ： １４９７⁃１５０７．］

Ｇｏｎｇ Ｚｈａｏｎ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ｒａｎ， Ｇｏｎｇ Ｈｕｉｌｉ ｅｔ 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６６（１） ： ７７⁃８８． ［ 宫兆宁， 张翼然， 宫辉力等． 北京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与驱动机
制分析．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１， ６６（１） ： ７７⁃８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