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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系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
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或
为淡水、半咸水体，包括低潮时不超过6 m的水域[1]。因
而湿地并非传统认识上的位于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
系统之间的过渡性地带，还包括河渠、水稻田与虾蟹池
等。湿地、森林、海洋并称世界3大生态系统，既是各国
重要的国土资源和自然资源，也是人类及许多野生动植
物重要生存环境之一，在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和经济可持
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世界各国湿地标准并不
一致，数据的统计方法也不统一。据资料统计，我国湿
地面积约6940万hm2，占世界湿地的10%，位居亚洲第一
位、世界第四位[2]。

1 湿地主要类型及分布
据调查统计，我国拥有《湿地公约》所列湿地名录

中的26类自然湿地和9类人工湿地，包括沼泽、湖泊、
河流、浅海水域、水库、池塘、稻田等各种自然和人工
湿地，其中天然湿地约为2 940万hm2，包括沼泽约1 680
万hm2、湖泊约 910万hm2、潮间带滩涂约80万hm2、浅海
水域约270万hm2；人工湿地约4000万hm2，包括水库约
200万hm2、水稻田约3800万hm2[2]。我国地域辽阔，拥有
众多的江、河、海、湖等天然资源以及地跨多个气候区
域，使我国湿地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区域差异的湿地
资源与类型。 

从湿地类型来看， 我国湿地资源的类型是极其丰富
多样的， 不仅包括湿地公约的所有类型而且还包括独特
的青藏高原湿地，共计38种[3]。从湿地分布区域来看，我
国湿地主要分布在东北三江平原和辽河三角洲地区以及
长江黄河三角洲、青藏高原等区域[2，4]。

2 湿地水生生物多样性现状 
湿地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自然资源，被誉为“地球

之肾”。而湿地内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对湿地生态系统
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和意义，在湿地物质循环和能力流
动中发挥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湿地水生生物主要浮游
藻类、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鱼类等，湿地水生生物的
种类和数量会根据所处湿地类型、分布以及环境等不同
产生而有所差异。

2.1 浮游藻类多样性 
浮游藻类是湿地水域生态系统最主要的初级生产

者，其种类组成和数量变化是水环境状况及营养化程度
的重要标志。经调查，松花江哈尔滨段浮游藻类7门 63
属125种及变种，主要为硅藻和绿藻，呈现出10月枯水期
生物量丰度优于8月平水期和6月丰水期，通过典范分析
得知水温和浊度是影响浮游植物分布格局的重要环境因
子，化学需氧量和总磷也和浮游植物分布有显著的相关
性[5]。苏州平原河网区57个浅水湖泊的浮游藻类8门62属
73种，主要由绿藻、 硅藻和蓝藻组成，且夏季浮游藻类
丰度明显高于冬季，通过典范分析得知水温和氮磷等是
影响浅水湖泊浮游植物群落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6]。滇池
浮游藻类调查显示有6门52属103种及变种，主要为绿藻
和硅藻，春季3月浮游藻类生物多样性最高，此时光照与
温度等自然条件都适合各种浮游藻类生长[7]。

因此，绿藻、硅藻是我国湿地浮游藻类的优势物
种，湿地浮游藻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在不同分布区域、
不同湿地类型差别较大，且会受到季节、水温、水量、
氮磷等自然条件的影响。

2.2 浮游动物多样性 
浮游动物作为水生生态系统的次级生产者，又是

水产鱼虾类的天然饵料，其种类组成和丰度变化将直接
影响附近水域渔业资源量，且在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
通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对南汇东滩湿地水域的浮游动物
调查结果表明，该区域共检获浮游动物30种，其中围垦
水域浮游动物24种，以轮虫的种类数最多；坝外自然水
域浮游动物14种，以桡足类占绝对优势；围垦水域浮游
动物的群落结构与坝外自然水域存在明显差异，且围垦
是引起被围水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盐
度、潮汐动力等也是导致动物群落结构改变的主要环境
因子[8]。杭州湾南岸滩涂湿地调查结果显示浮游动物有38
种，其中桡足类占主要优势，浮游动物种类、密度、生
物量不仅受着潮沟径流特征和潮汐共同影响，且物种丰
富度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而呈现明显上升[9]。

相关研究表明，水域内浮游动物的种类数能反映
其生存环境的复杂程度，水系交汇区的生态环境较为复
杂，为浮游动物提供不同的生态位，浮游动物的物种数
高于单一水系[8]。因而，我国复杂的水文资源和湿地类
型，为湿地浮游动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

2.3 底栖动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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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动物是淡水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
底栖动物种类的调查监测，可以作为水环境质量监测和
优劣程度的重要指标[10]。2006年，上海崇明岛潮间带底
栖动物调查结果显示，大型底栖动物有63种，其中甲壳
动物29种、软体动物20种、环节动物10种、底栖鱼类2
种、其他2种，与历史调查相比，底栖动物的数量基本没
有变化，但种类组成和优势种均有较大变化，丰富和生
物量有所下降[11]。2009年，东江干流底栖生物群落结构
调结果显示，采到底栖动物28种，其中昆虫纲16种、 软
体动物门6种、寡毛纲5种、蛭纲1种，与20世纪80年代调
查检出74种底栖动物相比，底栖生物的种类、优势种和
数量均有较大差异，且污染指示物种明显增多，表明水
质在逐步下降[12]。

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底栖动物种类数和多样性与水
体受污染程度呈负相关系[13]，而当生态系统通过修复达
到稳定平衡状态时，生物多样性会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底栖动物多样性也将得到增加[14]。

2.4 鱼类多样性 
鱼类处于水生态系统食物链高端，在维持生态系统平

衡和稳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张衡[15]等人对长江河口湿地
鱼类的种群组成及多样性调查结果表明该区域调查到鱼类
20目57科171种，与1990年以前该水域调查记录到鱼类185
种相比，长江河口湿地鱼类物种数有所减少，且生物多样
性呈现降低趋势，因过度捕捞、水域污染和栖息地丧失等
原因导致前颌间银鱼、淞江鲈、中华鲟等鱼类已处于于濒
危或已灭绝状态。而2007-2010年通过对东江各段鱼类资
源调查分析结果来看，东江干流河段调查到鱼类8目22科
85种，对比1981年该河段调查记录到的鱼类98种，其中定
居性、杂食性鱼类比例升高，洄游性、肉食性鱼类比例下
降，且鱼类多样性群落组成发生明显差异变化，土著鱼类
种类在逐步减少，外来物种数量在逐步增多[16]。这与西江
2005-2008年鱼类资源调查到13目29科96种与历史相比较，
杂食性、定居性鱼类种类所占比例上升以及肉食性、洄游
性、半洄游性鱼类所占比例下降的结果一致[17]。

因此，我国各湿地区域的鱼类多样性正在发生种群
结构的变化，杂食性、定居性鱼类占多数，本地土著种
类正在减少，外来物种、大坝建设、水体污染、过度捕
捞等是影响湿地鱼类群落变动的重要因素。

3 湿地水生生物养护措施
水生生物代谢活动对水环境中物种转换具有重要

作用，其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近几十年
来，人类生产活动急剧地改变着原始的湿地景观，湿地
水生生物多样性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野生动植物的
栖息地和生存条件屡遭破坏，生物资源日趋减少，生物
多样性保护受到严重威胁，湿地水生生物多样性正在衰
退[18] 。因而，湿地水生生物资源的养护显得尤为迫切，
继续开展相关养护措施提升湿地水生生物多样性。

3.1 加强各级政府湿地立法保护
我国于1992年加入了以保护全球湿地以及湿地资

源的《湿地公约》，并将46个湿地申报成为国际重要湿
地，同时建立了以国际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国
家湿地公园等保护类型的湿地保护体系[19]。各级政府部

门应将湿地资源丰富、水生生物多样性高的区域纳入湿
地保护体系，并根据区域实际情况，专门制定针对性强
的地方法律法规，保护湿地资源，维护湿地水生生物多
样性。同时，国家林业、海洋等湿地管理保护机构要积
极推动《湿地保护条例》的制定，从国家法律层次保护
湿地以及湿地水生生物多样性。

3.2 加强湿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水是湿地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江、河和湖泊是

我国湿地重要类型分布区，也是水生生物富集区。在我国
七大水系中，以淮河流域、松花江流域、辽河 流域、海河
流域水质污染严重，环境质量较差[20]。在目前湿地水环境
污染日益加重，湿地资源过渡开发利用现状下，应加大水
污染防治和执法力度，建立水质土壤环境监测网，加强湿
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同时，杜绝江河湖泊的粗狂式性开
发模式，科学保护湿地水生生物资源。

3.3 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增殖   
针对我国湿地水生生物资源现状不清，当务之急是

摸清区域内水生生物资源状况，制定合理利用水生生物
资源政策，在水生生物栖息和幼苗索饵场设置禁捕区，
在鱼类繁育和幼鱼成长时段设置休渔期。同时，对鱼类
资源匮乏或者种类数量下降的湿地区域，开展鱼类科学
增殖工作，有效提升湿地水域鱼类多样性。开展湿地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益性事
业。广东省每年确定6月6日为“休渔放生节”，全省各
地在江河湖海中投放各种规格鱼类，促进水域生态系统
调节能力，提升水域水生生物多样性。

3.4 加强湿地水生生物保护教育
要以湿地水生生物多样性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要载体，充分利用国家“国际湿地日”、“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宣传月”等时机组织开展湿地水生生物保护宣传
教育活动，深入宣传湿地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
义，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和支持湿地水生生物多样性
保护事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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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强：提高保育猪日增质量的技术措施

驱虫工作，防止病害入侵导致呼吸和消化道疾病，提前

做好预防工作，进行药物保健，以此来提高保育猪的抵

抗能力。还有，从温度和湿度的角度，室内要适当地控

制好温度和湿度，及时做好调整，防止过高或过低影响

了保育猪的进食量，甚至是生存率。特别在冬天，要做

好通风工作，注意降温和保温的防护措施。此外，养猪

生产者应该考虑增加喂料器的空间，以保证足够的进食

量，保证营养，提高保育猪的日增质量，提高市场上出

栏质量较高的保育猪数量。此外，养殖人每天还可以通

过密切的观察，早早地识别出生产性能较差、质量较低

和日增质量较慢的保育猪，进一步提供特殊的护理帮助

猪较好地生长[6]。由于保育猪受到应激会导致效益大大地

下降，所以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和免疫注射过

程是关键。同时，还要定期记录好保育猪的相关情况，

如日增质量的变化、健康状况、饲料的消耗状况等，要

及时做好反映和检查。精心制定计划养殖保育猪，落实

好每一个提高保育猪日增质量的有效措施。

4 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如今保育猪养殖的现状，再探讨

了保育猪需要提高日增质量的原因和其中的好处，综合

了解后提出了提高保育猪日增质量的有效建议。采取隔

离母猪养殖保育猪的办法是国外较常使用的养殖方法，

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远比中国成熟，我们国家的养猪业

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国外相比，只是在于起步和摸索的

阶段中，只能说还相差甚远。由于中国养猪的技术水平

不高，那么在现阶段还是需要不断向外学习和借鉴，尤

其是养殖保育猪这种国外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方法，并结

合自身实际经验和情况，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不断进

步，为养猪提供一个良好的和健康的环境，谋求发展，

这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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