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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地是植被能够产生富含有机碳的泥炭土的湿地类型。根据泥炭地的水源

来源和水化学特征，可以将泥炭地或泥炭沼泽（即文中的 Mires，是指当今仍在

继续发育和积累泥炭的泥炭地，但非专业文献一般不对二者作区分——审核者注）

划分为许多类型：酸性泥炭藓雨养沼泽、碱性矿养沼泽、芦苇和莎草类沼泽。泥

炭地以其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著称：许多栖息地、植物以及动物（在法国）往往面

临消失或具有非常特殊的适应性，例如食虫植物或动物的抗寒机制。因此，有必

要对泥炭地进行保护性管理。此外，泥炭地还具有其他重要功能：调洪蓄水、碳

储存、提供各式各样的产品，如芦苇、泥炭、野味、粗放型畜牧业，以及教育展

示作用。泥炭还能提供过去植被、气候变化的环境记录，以及末次冰期冰盛期以

来 12000 年间某些人类活动的年代学记录。 

1. 泥炭地在湿地中的地位 

湿地的定义因其时空范畴和利用者而异，所以较为复杂。拉姆萨尔公约（1971

年）给出的定义很宽泛：“湿地是指天然或人工的、长久或暂时的沼泽地、矿养

泥炭沼泽、泥炭地或开阔水域，带有静水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咸水的水



体，以及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沿海区域[1]。”因此，湿地也包括珊瑚礁和波

希多尼亚海草床（Posidonia beds）！这些区域构成了陆地生态系统与严格意义上

水生生态系统的界面，并与它们紧密交织在一起。 

相比而言，法国《环境法》中对湿地的定义更具限制性：无论其是否被开发，

湿地是“通常长期或暂时被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淹没或充斥的土地；如果存在植

被，一年中至少有一部分时间以湿生植物为主” [2]。除了在此提到的两个要素

（水和典型植被），在应用通告中还增加了第三个同等重要并且具有根本意义的

要素：土壤性质。 

 
图 1. 卡马格珊苏里，一片未发育泥炭的湿地。 

[图片来源： O. 曼尼维尔（O. Manneville）] 

正是土壤性质的差异将泥炭系统（泥炭地和大多数沼泽）与其他湿地类型区

分开来。根据定义，泥炭沼泽是由生长在低渗透性土壤上的植被定居的湿地，其

至少有部分土壤由厚度至少为 30 至 40 厘米的泥炭构成[3]。尽管盐碱地（盖朗

德，里岛，法国）、盐沼地（圣米歇尔山海湾，卡马格地区，图 1）和各种沿海

或冲积沼泽对水或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但由于其中没有泥炭的存在，故在此不

加以描述。 

湿地是亟需保护的重要生态系统。本文强调所有类别的湿地在全球生态平衡



中发挥着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内容将在下面进行讨论。由于各种原因，大

约两个世纪以来，湿地受到了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

世纪里，从区域到国际层面都启动了许多研究或保护计划的原因[4]。 

2. 泥炭的性质及泥炭地功能 

2.1. 泥炭是一种含碳的有机物质 

泥炭至少由 20-30%不完全分解的有机物组成，有时甚至更多。后者来自于

几个世纪或几千年来，在一个长期淹水的环境中积累的植物残体（苔藓植物和高

等植物）[3]。 

这种长期性的水停滞或流动性不强导致高度缺氧，抑制了微生物的活性，大

大减缓了植物碎屑的分解和循环，促进了泥炭形成的。泥炭含有非常丰富的含碳

化合物，同时也是一种腐殖质、一种土壤（名为有机土）和一种不完全的沉积岩，

与煤炭相当接近。它可以被提取，用于构成低性能燃料，或者在干燥及含氧量较

高的环境中缓慢降解并用作各种农作物的肥料[3]。 

 
图 2. 两种类型的泥炭。左图，金黄色的泥炭与泥炭藓在一个取芯钻中。右图，来自芦苇和

其他植物的黑色泥炭，在酸性较低的环境中。 
[图片来源：A. 拉普拉斯-多隆德（ A. Laplace-Dolonde）] 

只有一种泥炭吗？泥炭有很多种类，这取决于它的积累所来源的植物和物理

化学条件（图 2）。例如，金黄色的泥炭来自于在酸性（有时 pH 值<4）和低温

介质中的泥炭藓。但并非所有的泥炭地都是酸性或来自于泥炭藓，与之相反，在

平原或海边的芦苇沼泽地，泥炭地的 pH 值可以超过 7。 

泥炭自下而上形成，其最古老的层次位于泥炭沼泽的底部。不同地区和时期

的积累速度差异很大，但总体上平均每年 1 毫米，即每千年 1 米。除少数例外，



欧洲目前最古老的泥炭地，大约有 11000 到 12000 年的历史，实际上对应着超过

10 米的泥炭。 

 
图 3. 从泥炭（左）和松树孢粉（右）中提取的植物碎屑。 

[图片来源：V. 维尔格纳（V. Vergne）] 

此外，泥炭，或者说泥炭地，在第四纪末期起到了环境记录的作用。事实上，

每一层泥炭都能保留很长时间，特别是由于缺氧、化学物质（如铅）、植物碎片

（花粉粒、泥炭藓、木质树干的尖端；图 3）或动物遗骸（昆虫、腹足动物）和

原生动物。此外，泥炭中的碳元素可以通过 C14 方法进行相当精确的年代测定。

因此，，将年代学与这些不同标志物的性质和丰度结合起来从底部到顶部分析泥

炭芯，就有可能重建自末次冰期冰盛期结束以来的区域气候演变，所调查地点的

主要植被（北方苔原、松树和桦树泰加林或山毛榉林）以及各种人类活动的出现

（比如古代的开垦和种植；罗马时代铅的使用，等等）[3]。 

我们还发现了在泥炭中保存了数千年之久的祭祀用活人祭品，如丹麦的图伦

男子[10]。 

 

 

 

 

 

 



2.2. 泥炭地的分布与起源 

 
图 4. 泥炭地的全球分布。泥炭地高度丰富的地区为深绿色，中度至低度为浅绿色，极低度

为白色。资料来源：曼维尔（Manneville）, 维尔格纳（ Vergne ）和维勒普（Villepoux）
(2006), 见参考文献[3]。 

对全球泥炭地分布的分析（图 4）表明两种与特定的气候，特别是与水平衡

相关的主要生物地理区域[3]。首先，一些温度高且降雨量大（每年数米）的赤道

和潮湿热带地区（如亚马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拥有大面积的森林泥

炭地。 

另一种类型覆盖了南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区，处于温带或北方气候带非大陆

性气候地区，大多分布在在加拿大、不列颠群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

国家和俄罗斯，或南半球的巴塔哥尼亚、智利和凯尔盖朗群岛。在稍低和较暖的

纬度，泥炭地则被庇护于山区或沿海地区——法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上述这些不

同地区的温度相当适中，四季变化很大，年降水量在一米以下到两米左右。像太

过干燥的沙漠，或太过寒冷的高纬度和高海拔等极端气候区，则不会有泥炭沼泽

分布。 

这些截然不同的泥炭地之间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需要足量的水留存在泥炭

系统中；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需要大量的降水，而在较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只

需要较少的降雨量，因为在较冷气候条件下蒸散作用强度更低，。其他有利因素

是地形和矿物底土的性质，流入泥炭系统的水必须存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非



太快流向下游或流入多孔底层。在局部的山脊、山坡或过渡区也存有泥炭地，它

们则依靠常年的雾汽或泉水输入。 

 
图 5. 冰川对泥炭地的地貌和起源的影响。[图片来源：曼维尔（Manneville）, 维尔格纳

（ Vergne ）和维勒普（Villepoux）(2006)，见参考文献[3]] （图 5 Lac d’ altitude 高海拔

湖泊；Cirque de glacier actuel 当前的冰川圈；Eau 鳗鲡；Neige glace 雪与冰；Marais 沼
泽地；Tourbe 泥炭；Sédiment peu perméables 低渗透沉积物） 

如上所述，法国和欧洲的大多数泥炭地主要起源于第四纪冰川消退之后的全

新世。在冰川时期，由于过度寒冷和干燥，植物无法正常生长。此外，在冰冻地

区，冰川活动（侵蚀或冰碛沉积）刮去了老的泥炭层，同时创造了有利于现有泥

炭地出现的新的地形（特别是创造了许多湖泊或洼地以及冰碛沉积）（图 5）。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与有些观点相反，许多泥炭地并非发育在湖泊或池塘之上! 

泥炭为泥炭地形成提供条件，而泥炭地则产生泥炭! 泥炭地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生活在那里的植物通过逐渐积累它们的残体而建造了泥炭沼泽；这个过程一

旦开始，一些植物便会开始产生泥炭，而泥炭的存在则支持这些植物的存在。因

此，它们是自我构建的生态系统，可以经历几个连续的进化阶段。 

2.3. 泥炭地的多样性及其演化 

在现实中，泥炭沼泽与泥炭地的多样性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法国及其周边国

家[3]。在此不可能介绍所有类型的泥炭地，故只介绍两个非常不同且具有代表性

的例子。 



 
图 6. 左边是卢特尔湖，有浮毯和矮松 - 初始阶段，右边是卢特尔山口的沼泽地，有鞘羊

胡子草，即白毛羊胡子草（Eriophorum vaginatum）和钩松 - 更高级的阶段。 
[图片来源：曼维尔（Manneville）] 

在我们的山地丘陵上存在有明显特征的泥炭地系统。法国卢特尔湖泊国家自

然保护区（塞奇利安,伊泽尔省,贝利多纳结晶山地, 1250 m）的情况便是如此[5]，

其呈现了在冰川湖泊上发育的酸性泥炭藓泥炭地的模式（图 6）。从湖边漂浮着

泥炭藓和其他特殊植物浮毯的湖泊，到有泥炭藓的雨养沼泽，以及有钩松的木本

雨养沼泽，上千年过程中的不同演化阶段皆得以呈现（图 6 和 7，[5]）。虽然有

来自上游的水流入沼泽，但其主要还是由酸性和矿物质含量较低的雨水为植被和

泥炭生产提供条件，这被称为贫营养输入。不断向上生长的泥炭藓通过其死亡部

分产生泥炭，抬高了沼泽表面并允许木本沼泽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地下水完全

摆脱了径流而独立运行。类似的系统也存在于孚日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 

 
图 7. 卢特尔沼泽地演化的两个阶段。[图片来源：徳斯普朗克（Desplanque ）和卡维

（Desplanque）(2011), 见参考文献[5]] （4000 years B.C. 公元前 4000 年；Today 今日；

Luitel lake 卢特尔湖；Bog of the pass 隘口沼泽地） 

侏罗山脉的许多沼泽地也遵循类似的趋势，但是他们是从最初由地表石灰岩

水供应的矿养泥炭沼泽开始[6]。更加寒冷潮湿的气候使泥炭地逐渐酸化，其结果



是使其比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泥炭地隆起得更快。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泥炭地由于

受到条件限制（寒冷的气候、贫瘠的基质）的影响，其动植物类群更接近欧洲北

部地区，生产力也相对较低。 

 
图 8. 左边是位于大克伦贝尔脚下的薰衣草沼泽（安省）。右边是沼泽大戟（Euphorbia 

palustris），一种冲积沼泽的大型植物。[图片来源：O.曼维尔（O. Manneville）] 

第二个例子涉及平原或冲积谷地的大型湿地。它们被称为碱性平地沼泽，但

它们也产生泥炭，其性质和来源与卢特尔的不同。诸如博里埃（卢瓦尔河流域）、

威尼尔沼泽（厄尔省）、圣冈德沼泽（马恩省）和薰衣草沼泽（安省）（图 8）。

后者[7]最初的面积为几百公顷，位于海拔 230 米处，由罗纳河及其支流的周期性

洪水和附近石灰岩丘陵的泉水提供滋养。这是一个矿养系统，其降雨的直接作用

很小；地下水是钙质的，其 pH 值在 6 到 8 之间，富含矿物质。在泥炭中穿插有

泥砂层，以及河流沉积物。这里没有泥炭藓，但有许多较高生产力的维管植物（芦

苇、大型莎草、桤木和柳树......），这得益于这里炎热的小气候和较高的营养水

平（高浓度 NO3-离子的存在）。这也使得这些沼泽在 7000 年内积累了超过 10

米的黑色或棕色泥炭。但因为处于地下水位之上的凋落物在夏季分解非常快，故

泥炭沼泽并没有隆起。沼泽中的植被不再类似于北方地区，主要是由于周边生态

系统中的许多物种可以在沼泽中定居（图 8）。 

此外，法国在没有任何初始水体的阿莫里卡山和中央山丘、孚日山脉或科西

嘉山丘上，或沿着与渗流和泉水有水文联系的山坡，或同样在从敦刻尔克到巴约

纳的沙质淤泥海岸的后潮间带洼地，均存在各种特殊的泥炭系统[3]。 

 



3. 泥炭地和沼泽地是生物多样性的家园 

3.1. 每个特定的泥炭生境都包含特殊的动植物类群 

 
图 9. 左边是菲尼斯泰尔（布列塔尼）的一个具有群体利益的泥炭生境（碱性沙丘洼地的肖

努斯沼泽）；右边是受这种环境保护的兰科植物罗氏羊耳蒜（Liparis loeselii），它在整个

欧洲都在衰退。[图片来源 C. 曼维尔（C. Manneville）] 

除了上文概述的泥炭地之间的多样性外，在一片泥炭地内也存在沿水分梯度

的多样性。因此一种生物多样性被嵌套在多个尺度上；这解释了泥炭地为何引起

科学家和博物学家的兴趣，理解其功能的复杂性以及对生活或过境的许多物种进

行保护性管理的困难性（图 9）。此外，泥炭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因此其

栖息地（=微生物群和相关的生物群）及其物种不可避免地、周而复始地出现或

消失。 

欧盟保护其泥炭地和它们的主人。在欧洲，许多湿地，特别是泥炭地的动植

物物种和栖息地已经变得稀有或受到威胁（图 9）。欧盟的《生境-动物-植物指

示》（1992）列出了这些受威胁的物种和栖息地；其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采取保护

或保育措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已经出版了有关法国境内物种和生境的指令性

文件[8]。 

除开物种清单或空泛的统计数据，下面介绍一些具有特殊生物学意义的泥炭

地和沼泽物种。 

 



3.2. 植物适应营养限制的例子 

在植物进行正常光合作用的情况下，泥炭地中水的持久性和特性会减缓植物

对矿物营养（阳离子和硝酸根离子）的吸收；这里有三个适应这些限制的例子[3]。 

 
图 10. 已捕获苍蝇的捕虫堇属（Pinguicula sp.）植物的叶子。 

[图片来源：C. 曼维尔（C. Manneville）] 

由基质缺氧所造成的硝酸盐缺乏，已经被生活在欧洲泥炭地或死水潭中的食

肉植物以一种非常原始的进化方式得到解决。狸藻属植物、茅膏菜属植物和捕虫

堇属植物（图 10）已经进化出各种类型可以捕获节肢动物的陷阱，，并用酶消化

它们，然后直接吸收氨基酸，用于重建自己的蛋白质。 

木本植物为它们的氮营养发展了另一种策略:与其他生物共生。因此，杜鹃

花科植物（图 11）与能够吸收对大多数其他植物有毒的 NH3+离子的各种真菌形

成地下菌根，而桤木属植物和大西洋灌木香杨梅作为宿主在其根瘤中寄生能够直

接固定溶解在水中的分子氮的细菌（见共生和寄生）。 



 
图 11. 泥炭藓地毯上有一朵欧石楠属植物的花，蔓越莓或红莓苔子(Vaccinium oxycoccos)，
以及茅膏菜，即圆叶茅膏菜(Drosera rotundifolia)。[照片© O. 曼维尔（O. Manneville）] 

泥炭藓（图 11）最常生活在阳离子含量很低的酸性环境中（pH5 或更低）。

这些苔藓把水储存在特殊的死细胞和空细胞中，具有利用质子泵把外部水的矿物

质阳离子与本身的 H+离子交换的特性。这使它们能够获取养分。但外部的 pH 值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这对泥炭沼泽中的其他植物是不利的，因此在与泥炭

藓的竞争中处于下风。法国大约有 40 种石炭藓，每一种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湿

度和 pH 值范围内；随着微观条件的演变，它们可以逐渐相互取代。除了死亡植

被的堆积，这也有助于浮毯演变为隆起的沼泽。 

 

 

 

 

 



3.3. 泥炭地动物[3] 

 
图 12. 泥炭藓垫子上的胎生蜥蜴(Zootoca vivipara)。 

[图片来源 : 德拉赫耶（Th. Delahaye）] 

在诸如，法国山区或北部等寒冷潮湿的沼泽对爬行类这样的冷血动物是不利

的，特别是对它们的繁殖而言。但是极北蝰蛇（Vipera berus）与胎生蜥蜴已经解

决了这一问题：它们不会产下难以在泥炭地中发育的卵，而是产下立即能够破壳

进而活动的幼崽。 此外，在泥炭地中，这些动物的皮层通常很黑，使它们可以被

阳光温暖，胎生蜥蜴（图 12）的血液可能含有防冻物质，使其在晨霜期间保持活

跃，晨霜在几乎所有的泥炭地中都非常常见，即便在夏季也是如此。 



 
图 13. 左边是短斑白颜蜻（Leucorrhinia dubia），一种生活在酸性山区泥炭地的蜻蜓。右

边是一种沼泽蝴蝶，曲斑霾灰蝶（Maculinea nausithous），在地榆（Sanguisorba 
officinalis）上产卵。[图片来源：左边，克里斯蒂安-费舍尔（Christian Fischer） (CC BY-

SA 3.0), 维基共享资料. 右图， 埃利奥特纳（ElliOrtner） (CC BY-SA 4.0), 维基共享资料] 

蜻蜓只生活在寒冷的沼泽中，它们的幼虫必须在恶劣的贫瘠环境中才能生长

和觅食。如果有必要，这些幼虫在水中等待三年后才会蜕变为成虫，在新的地点

定居（图 13）。 

一些低地的碱性沼泽地仍有霾灰蝶（法语为 azuré）属的蝴蝶。在 Lavours 沼

泽地有三个典型的霾灰蝶物种，这些物种在欧洲已经很罕见，因此被列入了《生

境 -动物 -植物指示》 [7]。其中一种的毛虫在生命之初，以龙胆（Gentiana 

pneumonanthe）花为食，另外两个种类的毛虫则以地榆的头状花序为食（图 13）。

仲夏时节，几毫米长的毛虫掉到地上，被各种褐蚁属（Myrmica）种类的蚂蚁捡

到。由于它们身上的化学物质对蚂蚁有吸引力，使得毛虫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

下被引入蚁穴；它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以蚂蚁的卵和幼虫为食，然后在 7 月蜕变，

完成它们的生命周期。这种多伙伴系统非常脆弱，因为如果宿主植物或宿主蚂蚁

消失了，蝴蝶也会消失。 

 

 

 



4. 泥炭地和沼泽的重要性和地位：它们需要保护 

 
图 14. 科唐丁和贝桑沼泽地（芒什省）的冬季洪水。 

[图片来源：A. 拉普拉斯-多隆德（A. Laplace-Dolonde）] 

50 多年来，湿地的生态（同时也是经济）重要性一直被强调[3]。这首先涉

及到水；盆地上游的泥炭沼泽和冲积平原沼泽通过将水储存在泥炭中，然后慢慢

释放出来，以此减缓洪水泛滥，降低水位（图 14）。此外，在沿着河道通过泥炭

地和其上植物的过程中，水得到过滤和净化。 

生物多样性维持以及各种产品提供（芦苇收获、狩猎、淡水渔业、粗放式畜

牧）是泥炭地与沼泽最基本的生态功能（见上文）。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它们在

泥炭生产、环境记录、以及历史、传统文化、娱乐和教育等方面的价值[3] [7]。 



 
图 15. 圣米歇尔山地区一处雨养泥炭沼泽中的火灾。 

[图片来源：A. 拉普拉斯-多隆德（A. Laplace-Dolonde）] 

地球上的泥炭地储存了碳，减缓了温室效应。几千年来，地球上积累的所有

泥炭含有约 5000 亿吨的碳（5 × 1011 吨），相当于七十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9]! 

泥炭地占地球表面的 3%，但储存的碳是所有森林总和的两倍。然而，排水或全

球变暖导致泥炭分解和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二氧化碳和甲烷释放到大气中。泥炭

地火灾带来的巨大影响（图 15）也值得注意，无论是在西伯利亚、马来西亚还是

在印度尼西亚。(见被人类活动破坏的碳循环）。 

据估计，在过去 200 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和邻国有 50-75%的泥炭地（和

其他湿地）被破坏或严重退化。对于泥炭地而言，有许多原因： 

- 为了玉米种植或杨树和针叶树种植而进行的排水疏干； 

- 破坏性的工业泥炭开采； 

- 因人工池塘或水库大坝的建造而被淹没； 

- 填埋场回填，城市扩张和运输、能源等基础设施兴建； 

- 各种类型的污染，包括加速泥炭分解的潜在富营养化。 

尽管负面的惯性思维仍然存在，但保护现有泥炭地和尽可能多地恢复泥炭地



的亡羊补牢的意识已经出现[4]。在法国，位于贝桑松的国家泥炭地协调中心负责

收集关于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栖息地的信息，并向各类管理机构，如自然公园、自

然保护区、保护站和各种地方当局传播知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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