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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论述中国滨海湿地资源及其保护现状 ,分析了滨海湿地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红树林湿地和珊瑚

礁湿地的作用 ,并提出了目前滨海湿地存在的问题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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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年 2月 ,在伊朗的拉姆萨尔召开了“湿地

及水禽保护国际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特别是作

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拉姆萨

尔公约》或《湿地公约》)。该公约明确定义:湿地系

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 ,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 、湿

源 、泥炭地或水域地带 ,带有或静止或流动 、或为淡

水 、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 ,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m 的水域。

　　湿地与人类的生存 、繁衍 、发展息息相关 ,是自

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最重要的生

存环境之一 ,它不仅为人类的生产 、生活提供多种丰

富的资源 ,而且具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

益。各类湿地在提供水源 、调节气候 、控制土壤侵

蚀 、均化洪水 、促淤造陆 、降解污染物 、保护生物多样

性 、美化环境和为人类提供生产 、生活资源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被誉为“地球之肾” ,受到全世界范围

的广泛关注。

1 我国滨海湿地资源及保护现状

　　我国湿地面积 7 620 万 hm2 , 占世界湿地的

10%,位居亚洲第 1 位 ,世界第 4位 ,其中天然湿地

3 620万 hm2(包括滨海湿地 595万 hm2),人工湿地

4 000万 hm2 。

　　我国滨海湿地主要分布于沿海的 11个省(自治

区)和港澳台地区 。海域沿岸约有 1 500 多条大中

河流入海 ,形成浅海滩涂生态系统 、河口湾生态系

统 、海岸湿地生态系统 、红树林生态系统 、珊瑚礁生

态系统和海岛生态系统等 6大类 、30多个类型。滨

海湿地以杭州湾为界 ,分成杭州湾以北和杭州湾以

南两个部分。

　　杭州湾以北的滨海湿地除山东半岛 、辽东半岛

的部分地区为岩石性海滩外 ,多为沙质和淤泥质型

海滩 ,由环渤海滨海和江苏滨海湿地组成。环渤海

湿地总面积约 600 万 hm2 ,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

洲是环渤海的重要滨海湿地区域 ,其中辽河三角洲

有集中分布的世界第二大苇田———盘锦苇田 ,面积

约 7万 hm 2 。环渤海滨海有莱州湾湿地 、马棚口湿

地 、北大港湿地和北塘湿地 。江苏滨海湿地主要由

长江三角洲和黄河三角洲的一部分构成 ,仅海滩面

积就达 55万 hm2 ,主要由盐城地区湿地 、南通地区

湿地和连云港地区湿地组成。

　　杭州湾以南的滨海湿地以岩石性海滩为主 。其

主要河口及海湾有钱塘江—杭州湾 、晋江口 —泉州

湾 、珠江口河口湾和北部湾等 。在海湾 、河口的淤泥

质海滩上分布有红树林 ,在海南至福建北部沿海滩

涂及台湾岛西海岸都有天然红树林分布区。热带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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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礁主要分布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及台湾 、海南沿海 ,

其北缘可达北回归线附近[ 1] 。

　　我国于 1992年 7月正式加入《湿地公约》组织 ,

截至 2003年 1月 ,在 135个《湿地公约》缔约国中有

1 235个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总面积达到

10 660万 hm2 ,我国列入该名录的共有 21 处 ,总面

积达到 303万 hm2 。其中属于滨海湿地的有海南东

寨港 、香港米埔和后海湾 、上海崇明东滩 、大连斑海

豹 、大丰麋鹿 、广东湛江红树林 、广东惠东港口海龟 、

广西山口红树林 、江苏盐城共 9处 。

2 滨海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

　　滨海湿地地处海洋与陆地的交汇地带 ,要承受

海陆各种物质的补给 ,大量悬浮物和营养盐在此沉

降 ,咸淡水混和交汇 ,嫌气和好气条件频繁转换 ,使

它成为特殊的自然综合体 。它不仅能提供丰富的资

源 ,如土地资源 、盐业资源 、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等 ,

还具有调节气候 、调节水文 、净化污染物 ,为生物提

供栖息地等多种功能。而且 ,由于滨海湿地特殊的

地理位置 ,其生态特征不仅受到陆地环境的制约 ,还

受到海洋环境的影响 ,既受到自然因素的控制 ,又受

到人类活动的干扰 ,因此滨海湿地具有脆弱性的特

点。此外 ,从景观的角度出发 ,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还

具有景观的动态变化性和空间异质性。因此 ,保护

滨海湿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2.1　滨海湿地的效益

2.1.1　湿地的生态效益

　　(1)生物资源丰富 ,维持生物多样性。河口带

来的大量悬浮物和营养盐在滨海湿地汇集沉淀 ,给

生物种群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

境。因此 ,滨海湿地通常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例

如 ,欧洲最好的滨海湿地 ,每立方米的涂泥含有 3万

种生物之多。在仁川(韩国西北部的港口)Kyeongii

海湾的 Panw eol海涂上 ,每立方米的涂泥含有 4.7

万种生物 。在中国江苏大丰市境内 ,潮上带海涂内

生长着 500多种自然植物 ,野生动物种类有国家一

类保护动物丹顶鹤等 5种 ,二类保护动物 10 多种 ,

经济鸟类 355种 ,约占江苏全省鸟类品种的 80%左

右。潮间带已被鉴定的浮游植物有 190 种 ,浮游动

物 98种 ,底栖生物有固着性海藻和底栖动物两大

类 ,每立方米生物资源量达到 530 ～ 680 g[ 2] 。

　　依赖湿地生存 、繁衍的野生动物极为丰富 ,其中

有许多是珍稀特有的物种 ,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重

要地区和濒危鸟类 、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

栖息繁殖地 。在 40多种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中 ,约

有 1/2生活在湿地中;亚洲有 57种处于濒危状态的

鸟 ,在中国湿地已发现有 31 种;全世界有鹤类 15

种 ,在中国湿地记录到的有 9种 。中国许多湿地是

具有国际意义的珍稀水禽 、鱼类的栖息地。天然的

湿地环境为鸟类 、鱼类提供丰富的食物和良好的生

存繁衍空间 ,对物种保存和保护物种多样性发挥着

重要作用 。湿地是重要的遗传基因库 ,对维持野生

物种种群的存续 、筛选和改良均具有重要意义。

　　(2)调节大气 ,保持空气清新。滨海湿地尤其

是植被覆盖率较高的滨海湿地对大气的调节具有重

要意义 ,主要表现在植被通过吸收 CO 2 、释放 O 2实

现对大气组分的调节 ,这对控制 CO 2上升和全球气

候变暖都具有重大意义。

　　(3)调蓄洪水 ,防止自然灾害。湿地在控制洪

水 、调节河川径流 、补给地下水和维持区域水平衡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蓄水防洪的天然“海绵” 。我国

降水的季节分配和年度分配不均匀 ,通过天然和人

工湿地的调节 ,储存来自降雨 、河流过多的水量 ,从

而避免发生洪水灾害 ,保证工农业生产有稳定的水

源供给。

　　(4)降解污染物。进入水体生态系统的许多有

毒有害物都是吸附在沉积物的表面或含在粘土的分

子链内。在许多湿地中 ,较慢的水流速度有助于沉

积物的下沉 ,也有助于与沉积物结合在一起的有毒

有害物的储存与转化。湿地中的许多水生植物 ,包

括挺水 、浮水和沉水植物 ,它们能够在其组织中富集

重金属的浓度比周围水中浓度高出 10万倍以上 ,许

多植物还含有能与重金属链接的物质 ,从而参与金

属解毒过程。水浮莲 、香蒲和芦苇都已被成功地用

来处理污水。

　　我国黑龙江省七星河污染水经过一片面积为

325 hm2芦苇地后 ,苇田对 Ae 净化能力为 96.06%,

Fe为 92.8%, Mn 为 94.5%, Pb 为 80.18%, Be 和

Cd为 100%[ 3]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被芦苇吸收 、代

谢 、分解 、积累 ,并随着芦苇成为造纸工业原料而被

排除水体和土壤之外 ,提高了水体和土壤环境的质

量 ,消除了对人类的潜在威胁 。

　　(5)滞留营养物。营养物通常是由径流带来的

生活污水 、农用肥和工业排放物 。通常营养物与沉

积物结合在一起 ,当营养物随沉积物沉降后 ,通过湿

地植物吸收 ,经化学和生物学过程转换而被储存起

来 ,不能保证湿地植物吸收的营养物就可以从水中

排除 ,因为营养物可能随植物的腐烂而再次释放到

水中 。然而 ,从湿地中收获生物量 ,如收割芦苇用于

造纸和捕获鱼类 ,这意味着营养物质以有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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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系统中排除出来 。无机磷和氮是通过湿地的生

物化学过程被排除 、储存或转移的最重要的营养物

质。许多湿地在转移和排除营养物方面比陆地生境

的效率高 。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研究发现废水在进入地下

水之前流经柏树沼泽地后 , 98%的氮和 97%的磷被

净化排除掉
[ 4]
;辽河三角洲 8万 hm

2
的芦苇湿地每

年在春季灌溉期间可以去除总氮 4 000 t ,去除活性

磷 80 t ,即通过苇田后 ,大约 80%的氮和 90%的磷

可以从灌溉水中去除[ 5] ;有研究表明 ,所有的海涂生

物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净化过程 ,100 hm 2海涂上的

微生物可以吸收和降解含 2.17 t BOD的废水[ 6] 。

　　(6)保护海岸线及控制侵蚀 。滨海湿地可防止

或减轻对海岸线 、河口湾的侵蚀。其作用主要有:植

物根系及堆积的植物体对基地的稳固作用;削减海

潮和波浪的冲力;沉降沉积物 。如红树林防浪护岸

是通过消浪 、缓流和促淤来实现的 。

　　实验表明 , 50 m 宽的白骨壤林带 ,可使 1 m 高

的波浪减至 0.3 m 以下;红树林对潮水流动的阻碍 ,

使林内水流速度仅为潮流沟流速的 1/10;红树林纵

横交错的根系及地上根的发育 ,使粒经<0.01 mm

的悬浮物沉积量增大 ,其淤积速度是附近裸地的 2

～ 3倍[ 7] 。

　　滨海湿地的破坏将加速对海岸的侵蚀。埃及阿

斯旺高坝建成后 ,大量泥沙沉积在库内 ,尼罗河三角

洲滨海区沉积物的丧失意味着现在必须花费数 10

亿美元来人工防止海岸侵蚀;在英国 ,前方有盐沼的

海堤每公里造价为 1.4万英镑 ,而无盐沼的海堤造

价高达 30万英磅
[ 8]
。

　　(7)防风 。湿地植被可使建筑物 、作物或天然

植被免遭强风的破坏。中国东南沿海台风盛行 ,因

此红树林对防风护堤的作用相当明显 。1959 年 8

月 23日厦门地区遭受 12级特大台风袭击 ,但是唯

有龙海县寮东村 8 m 高的红树林保护下的堤岸安然

无损
[ 9]
。

2.1.2　湿地的经济效益

　　(1)提供丰富的动植物产品 。湿地提供的莲 、

藕 、菱 、芡及浅海水域的一些鱼 、虾 、贝 、藻类等是富

有营养的副食品 。有些湿地动植物还可入药 。有许

多动植物还是发展轻工业的重要原材料 ,如芦苇就

是重要的造纸原料。

　　(2)提供水资源。水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生态要

素 ,湿地是人类发展工 、农业生产用水和城市生活用

水的主要来源。

　　(3)提供矿物资源 。湿地中有各种矿砂和盐类

资源 。我国一些重要油田 ,大都分布在湿地区域 ,湿

地的地下油气资源开发利用 ,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

重大 。

　　(4)提供能源 。湿地中的泥炭和林草可作为缺

乏燃料地区的燃料。

2.1.3　湿地的社会效益

　　(1)湿地具有自然观光 、旅游 、娱乐等美学方面

的功能。我国有许多重要的旅游风景区都分布在湿

地区域。滨海的沙滩 、海水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如

江苏盐城海岸带视野广漠 ,空气清新 ,有绵延数百里

的海岸林带 ,有珍禽嬉戏的河口苇田以及广袤无垠

的贝类俯拾可采的粉砂质潮滩 ,可以开发成为植物

学家 、动物学家 、地理学家 、摄影家 、艺术家及其他游

人休闲的场所 ,可以进行钓鱼 、划船 、摄影 、野餐和观

赏鸟类等活动 。

　　(2)教育与科研价值 。湿地生态系统 、多样的

动植物群落 、濒危物种等 ,在科研中都有重要地位 ,

它们为教育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对象 、材料和试验基

地。一些湿地中保留着过去和现在的生物 、地理等

方面演化进程的信息 ,在研究环境演化 、古地理方面

有着重要价值 。

2.2 红树林湿地的作用

　　红树林是热带潮间带的一种常绿阔叶林 。世界

红树林有两个分布中心 ,一个在东亚 ,一个在中南美

洲。东亚以马来半鸟及其附近岛屿生长最繁茂 ,种

类最丰富 。我国红树林主要分布在海南 、广东 、广

西 、福建 、香港和台湾 ,天然分布的北界在福建的福

鼎(北纬 27°20')。1957年浙江乐清县政府为防止海

岸侵蚀 ,组织在雁荡镇西门岛种植红树林(秋茄)成

功 ,但目前仅残存 0.2 hm 2 。据估计 ,我国目前约有

红树林 10 000 hm
2[ 10]

。

　　红树林是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植被类型之一 ,

初级生产量可达 20 ～ 40 t/(hm2 · a),我国红树林位

于其分布区的北缘 ,年初级生产量也在 15.4 ～ 29.5

t/hm 2 ,而且红树林的归还率高 ,掉落物产量超过净

生产量的 1/3 ,落入水中分解的有机物可作为浮游

生物的饵料 ,进而成为鱼虾蟹等的饵料。红树林的

动物资源丰富与红树林的高生产力 、高归还率的特

性是密切相关的。

　　红树林扎根于潮间带淤泥中 ,为抵御风浪的强

烈冲击 ,为在缺氧的土壤中生存 ,它们大都有密集

的支柱根 、板状根或呼吸根 ,这些根系形态多样 ,纵

横交错 ,为鱼类和其他动物提供了生长发育的良好

环境 。

　　红树林的屏蔽作用也为潮间带动物提供了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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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而温和的环境。红树林防风护堤和促淤造滩的

功能也保证了林后堤岸基围和农田水塘的安全和环

境条件的稳定。红树林茎可入药 ,用于止血 ,树皮含

有单宁 ,是种优良的工业染料 。

　　红树林还是候鸟的迁徒栖息地和越冬地 。深圳

福田红树林就有鸟类 189种 ,其中冬候鸟 88 种 ,夏

候鸟 11种 ,留守鸟58种 ,迁徒路过鸟 32种。189种

鸟类中 ,列入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2种 ,二级重点

保护鸟类 21 种。每年冬天 ,红树林上空万鸟云集 ,

且可常见到世界濒危鸟类 ,有人就曾在 2003年 1月

9日一次拍摄到 39只属全球极度濒危的珍贵稀有

鸟类在红树林栖息 ,目前全球仅剩 800 ～ 1 000只 。

2.3 珊瑚礁湿地的作用

　　珊瑚礁湿地主要分布在南纬 30°与北纬 30°之间

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大陆沿岸以岸礁(礁体贴岸

分布)为主 ,最长的岸礁发育在红海沿岸 ,长达2 700

km ;岛屿周围大多发展环礁(礁体是环形堆积),环

礁在三大洋的热带海域均有分布。我国南海诸岛 、

海南 、台湾及彭湖列岛和两广地区沿岸均分布有珊

瑚礁湿地 ,其中南海诸岛以环礁为主。

　　滨海的珊瑚礁湿地对波浪具有较强的消能作

用 ,形成护岸的天然屏障;珊瑚礁湿地又是海洋油气

富集区;珊瑚礁湿地还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属高

生产力生态系 ,约 1/3 的海洋鱼类生活在礁群中而

构成生物资源的富集地;珊瑚礁湿地又是海洋中的

奇异景观 ,为发展滨海旅游业提供了条件。如澳大

利亚大堡礁已列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而爱尔兰近

日宣布 ,将该国西岸附近的几个大型冷水珊瑚礁列

为国宝 ,认为有超过 1 300 个物种的生存与这些珊

瑚礁有关 ,海洋学家称其景色非常壮观 。

2.4 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保护滨海湿地的意义

　　当前 ,对滨海湿地的影响主要是污染和不恰当的

围垦 ,其中污染是导致滨海湿地生物灭绝生态恶化的

主要原因 ,而不恰当的围垦 ,则会导致如下问题:

　　(1)港湾围海主要导致坝内港口的废弃 ,坝外

港口的淤积 ,天然海水养殖基地的被占用 ,纳潮量减

少导致潮汐水流的改变以及因生态变化导致水生动

植物繁殖和贝类育苗场所的变迁等 。

　　(2)围区一般地势较低 ,若排水不畅 ,易造成溃

害;围区作为水产养殖场 ,一般需投入饵料 ,残铒和

水生物排泄物会造成排水闸附近海域氮 、磷含量的

提高;围区作为供水水库 ,若库内深层盐水不及时排

出或闸 、堤渗漏导致海水入侵 ,则水库不能淡化;围

区开发为工业区 、商业区 、住宅区后 ,一方面产生的

污水会影响到海域水环境 ,另一方面大量涂面硬化

后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因此 ,要保护好滨海湿地 ,首先须保护好滨海水

环境 ,防止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海域影响水质。

围垦是向海要地 ,解决我国人多地少的重要手段 ,但

须科学论证 ,对那些导致生态恶化影响珍稀动植物

生境的不恰当的围垦应禁止 ,对于因围垦所造成的

不利影响则须采取措施加以减免 ,提倡生态围垦。

3 结 语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2004)50号)指出:从维护可持续发展的长

远利益出发 ,必须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 ,对现有自然

湿地资源实行普遍保护 ,坚决制止随意侵占和破坏

湿地的行为。要严格控制开发占用自然湿地 ,凡是

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以及位于

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湿地 ,一律禁止开垦占用或随意

改变用途 。对开垦占用或改变湿地用途的 ,应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 ,采取各种补救措施 ,努力恢复湿地的

自然特性和生态特征 。

　　保护滨海湿地 ,对于维护生态平衡 、改善生态状

况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

观 ,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正确处理好滨

海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 ,近期利益与长远效益的关

系 ,绝不能以破坏滨海湿地资源 ,牺牲生态为代价换

取短期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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