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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黄土丘陵与土石山区交错地带

灌木种的数量分类与排序

董林水
1 ,张旭东1, ＊ ,周金星 1 ,宋爱云 2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 国家林业局林木培育重点实验室 , 北京　 100091;2.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5)

摘要:应用 TWINSPAN和 DCA多元分析的方法 , 对晋西中阳县黄土丘陵与土石山区交错地带森林及灌丛群落中灌木种的数量

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 ,分别对样方和物种进行了数量分类和排序。调查样方包括了该地区主要的次生森林及灌丛植被类型 , 共

计 31个样方。样方 TWINSPAN分类结果表明 ,第一级分类可以将林下灌丛及阴坡灌丛与阳坡(或半阳坡)喜光耐旱灌丛区分

开来。进一步的分类 , 可将各样方划分为 8个组。根据各样方中灌木种的二元属性数据分析 , TWINSPAN分类可将 29个常见

灌木种划分为 4个组 , 这种分类可以比较明确的区分物种的空间分布特征 , 主要分布在土石山区的灌木种和土石山区及黄土丘

陵区均有分布的物种被准确的区分开来。 DCA排序结果与 TWINSPAN分类结果较为一致。样方 DCA排序第 1轴反映了生境

的水分环境条件 , 第 2轴反应了样方海拔梯度的变化 ,即热量条件的差异。对角线上各样方的排列顺序综合反映了水分 、热量 、

土壤等环境条件的差异。灌木种 DCA排序图第 1轴反映了各物种分布生境的水分条件 , 最左边多为分布在林下阴湿环境中的

植物种 , 如美蔷薇(Rosabella)、红瑞木(Cornusalba)等;而最右边则多为典型的干旱阳坡指示种 , 如对结木(Sageretia

paucicostata)、山桃(Amygdalusdavidiana)等。对角线上物种的排序综合反映了各物种的空间分布特征 , 左上方各物种多数只分

布在水分条件相对优越的土石山地区 ,而右下方各物种不仅在土石山区有分布 ,而且在干旱的黄土丘陵区也多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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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tudyregionwaslocatedinZhongyangCountyofwesternShanxiProvice, China, andthecenterofthisarea

wasat37°15′N, 111°58′E.Ourstudyareawaslocatedacrossanecotonebetweentheloesshillsandbedrockhills.

Quantitativeanalysisofrelationshipsbetweenvegetationandenvironmentwasaneffectivemethodinresearchfieldof

modernvegetationecology.Quantitativeclassification(TWINSPAN)andordinationanalysis(detrendedcorrespondence

analysis, DCA)wereusedtoexaminetheec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allshrubspeciesandcommunitiesinaloess

landscapeofwesternShanxi, China.All29 shrubspecieswereexaminedinthirty-one10 ×10m2 plots.FromTWIN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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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weclassifiedtheplotsinto8 typesandalltalliedspeciesinto9groups.TheDCAanalysisprovideduswithsimilar

resultsontheshrubsandcommunitiesinthelandscape.Bothclassificationandordinationanalysisoftheplotsreflectedthe

spatialdistributionofshrubcommunities.ThefirstaxisofDCAappearedtoberelatedtomoisture;thesecondaxistothe

thermalconditions;andthediagonallineinthe2-Dordinationdiagramtothechangesofelevation, temperatureand

moisturethethreeimportantvariablesdeterminingthedistributionsofshrubcommunitiesinourlandscape.TheDCAfigure

ofshrubspeciesreflectedthespatialdistributionofshrubecotypesandtheirrelationshipswiththeenvironment.Thefirst

axisofDCAappearedtorelatedtodroughttoleranceofspecies.Diagonallineofthe2-DordinationdiagramofspeciesDCA

reflectedthespatialdistributionofspecies.ThespecieswhichliedonthebottomrightofDCAfigurenumerouslywere

distributedintheloesshillarea, whilethespeciesliedonthetopleftofthefiguremainlyweredistributedinthebedrock

area.

KeyWords:ShanxiProvince;loess;bedrockarea;ecotone;shrub;TWINSPAN;DCA;ordination

黄土高原植被恢复理论与技术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虽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但仍然存在较多的

分歧和争议
[ 1 ～ 3]

。实践表明 ,只重视发展人工植被 ,而忽视保护和恢复天然次生植被 ,难以达到较好的植被恢

复效果
[ 2, 3]
。充分了解该地区植被恢复的自然规律 ,促进植被自然恢复 ,对于保护黄土高原区域生态环境至

关重要 。目前 ,厚层黄土塬区天然森林植被资源破坏殆尽
[ 1 ～ 4]

,这给黄土高原地带性森林群落特征和演替规

律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但是 ,厚层黄土塬区边缘及其与土石山区的交界区域还保存有部分天然次生乔灌木群

落 ,系统研究这一区域天然植被群落的结构及功能 ,对于黄土高原区域植被恢复和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
[ 3]
,本文对晋西中阳县黄土丘陵与土石山区交错地带的次生灌丛进行了数量分类和排序研究。

多元分析技术近 10a来在成为群落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其中应用多元分析技术研究植被类型划分 、空间

分布格局及其环境解释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 5 ～ 8]

。当前 ,植被数量分类和排序研究 ,多从生态学的群落

概念出发 ,以群落为研究单位 ,进行类型划分 ,即乔 、灌 、草各层物种均统计在内 ,它的优点在于可以进行群落

类型划分及环境解释分析 。不过 ,这种综合分析的方法 ,难以详细区分各层片的统计规律 。单独对乔木 、灌

木 、草本各层片进行数量分类和排序 ,可以得到相同生活型植物种类的统计分析特征 ,相关学者单独应用乔木

层的物种组成情况对样方进行了数量分类和排序 ,取得了较好的研究结果
[ 7, 9]
。本文应用 TWINSPAN和 DCA

的分析方法 ,以灌木种组成及其相对重要值为分类依据 ,对研究区内样方及灌木种分别进行了数量分类和排

序研究 。样方类型的划分可以反映不同样方灌木层片的物种组成及其空间分布规律 ,比如郁闭乔木林下可能

分布更多的耐阴性灌木种 。灌木种生态种组类型的划分可以反映各物种的生态学特征 、空间分布规律。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山西省中阳县 ,处于黄土丘陵与土石山区的交界地带或称为交错地带 ,地理中心位置为东经

111°58′,北纬 37°15′。该地区属暖温带大陆季风气候 ,气候干燥 ,根据近 10a的统计资料 , 年降水量欠水年只

有 400mm左右 ,丰水年则达到 500mm以上 ,降水主要集中于 7 ～ 9月份 ,多年平均蒸发量 2008.9mm,为降水

量的 3.7倍 。年均气温 8℃, 1月份平均气温 -7.9℃, 7月份平均气温 21.5℃,极端最低气温 -24.3℃,极端

最高气温为 35.6℃,无霜期 160d左右
[ 4]
。

中阳县属于晋西黄土丘陵区与东部吕梁山区的过渡地带 ,境内东南部属于土石山区 ,而西北部属于典型

黄土丘陵地区 ,黄土丘陵地区海拔范围多在 1100 ～ 1500m之间 ,土石山区海拔范围在 1100 ～ 2000m之间 。黄

土丘陵区天然乔灌木植被已非常稀少 ,以灌丛植被为主 ,且多分布于边缘地区 ,即与土石山区相邻的区域 。土

石山区天然森林和灌丛植被保存较好 ,以天然白皮松 、油松针叶林 ,辽东栎落叶阔叶林等为主。调查区域主要

以经过长期封育形成的天然次生植物群落为主 。乔木层优势种包括油松(Pinustabulaeformis)、白皮松(Pinus

bungeana)、辽东栎 (Quercusliaotungensis)、白桦 (Betulaplatyphylla)、山杨 (Populusdavidiana)、侧柏

(Platycladusorientalis)蒙椴 (Tiliamongolica)等 。灌木层优势种主要包括黄刺玫(Rosaxanthina)、灰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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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oneasteracutifolia)、北京丁香 (Syringapekinensis)、虎榛子(Ostryopsisdavidiana)、土庄绣线菊 (Spiraea

pubescens)、红瑞木等 。土壤类型土石山区以褐土为主 ,而黄土丘陵区则以黄绵土为主。

2　研究方法

2.1　外业调查

调查区域海拔跨度范围为 1200 ～ 1900m,属于晋西中阳县黄土丘陵区与土石山区的交错地带 。样方调查

时间为 2004年夏季 7 ～ 8月份 ,各样方主要选择天然次生森林或灌丛群落 ,灌丛群落选择盖度大于 50%的样

方 ,过于稀疏的孤立灌丛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土石山区植被调查 ,分别在木狐台 (1300 ～ 1800m)和上顶山

(1600 ～ 1900m)地区按海拔梯度进行 ,各样方海拔梯度间隔 50 ～ 100m左右 。柏洼山 (1200 ～ 1400m)区域重

点调查天然次生针叶林(白皮松 、油松)。黄土丘陵边缘区植被调查选择军山林场(1300 ～ 1500m),主要调查

天然次生灌丛群落及少量林下灌丛样方。每个样方面积为 10×10m
2
,各样方划分为 4个 5×5m

2
小样方分别

调查 ,共计调查样方 31个 ,各样方概况如表 1所示。调查样方包括了该地区最主要的天然次生森林及灌丛植

被类型 。调查内容包括乔木 、灌木植物的种名 、株数 、高度 、盖度 、地径 ,草本植物调查种名 、盖度 、高度 、株数 、

多度;乔木个体还测定胸径 、树高 、冠幅等指标;环境因子调查地形 、地貌 、海拔 、坡向 、坡度以及土壤类型 。海

拔高度用 GPS测定。

2.2　数据处理

本研究仅应用调查样方中的灌木种统计数据 。灌木层重要值 =(相对盖度 +相对频度 +相对密度)/3 ,

重要值取值范围为 0 ～ 100。样地共记录到 35个灌木种 ,剔除各样方中频度小于 5%的 6个种 ,剩余灌木种 29

种 。根据 31个样方中 29个灌木种形成的 31×29数据矩阵 ,按样方和物种分别进行数量分类和排序分析 。

样方分类采用物种重要值数据 。物种生态种组划分采用二元属性数据 ,即 (0, 1)数据 。分析软件采用

TWINSPAN软件和 DECORANA软件
[ 5 ～ 8]

。

3　结果分析

3.1　样方的数量分类和排序

灌木种是晋西地区天然森林及灌丛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灌木层片的物种组成及数量特征分析 ,可

以深入研究灌木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层片是群落的结构部分 ,它是植物之间及植物及环境之间相互影响过程

中形成的 ,并在空间 、形态和生态上相对特化的群落构造单位 ,有关生态学家指出 “层片具有一定的种类组

成 ,而且它所包含的各个种具有一定的生态生物学特性 ,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定小环境 ,这个小环境是

属于植物群落环境的组成部分”
[ 10]
。灌木层的物种组成和结构特征 ,不仅可以反映生境的条件 ,包括水分 、光

照 、土壤等 ,而且与乔木层 、草本层的物种组成及结构特征密切相关 。

3.1.1　样方 TWINSPAN数量分类

样方的数量分类结果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知 ,虎榛子 ,灰栒子以及北京丁香将作为第一级分类的指示

种 ,将所有样方划分为两类 。负类 D2的指示种为虎榛子 、灰栒子 ,正类 D3的指示种为北京丁香。其它级别

分类指示种详见图 1。对照表 1可知 , D2类各样方多有明显的乔木层或处于典型的阴坡地段(表 1),本类为

乔木林下灌丛或阴坡灌丛植被 。而 D3类各样方均没有明显的乔木层 ,多为喜光耐旱的灌丛群落 ,样方多位

于干旱阳坡 、半阳坡或坡度平缓的山顶开阔地段(表 1)。

虎榛子 、灰栒子多为 D2类各样方中的最优势种或次优势种 ,而北京丁香在 D2类各样方中相对重要值很

小或没有出现。北京丁香多成为 D3类各样方的最优势种或次优势种 ,而虎榛子和灰栒子在 D3类各样方中

相对重要值很小 ,或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划分又可将 D2、D3类各划分为 4组 ,即 a、b、c、d、e、f、g、h8个组 。

各组样方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各组中列出相对重要值最高的 3个优势灌木种 。

(1)D2类:林下灌丛及阴坡灌丛

本类型各组样方中 ,中生灌木种虎榛子 、灰栒子多成为各样方的最优势种或次优势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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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a组　包括样方 4, 7, 8, 20, 21 ,均为林下灌丛 。灌木层优势种以灰栒子 、虎榛子 、土庄绣线菊等为主 。

样方多分布在海拔 1600 ～ 1800m之间的阴坡地段 ,属本地区较高海拔地段 ,水分条件相对优越 ,中生灌木种

灰栒子 、虎榛子等多成为灌木层优势种 。乔木层树种以辽东栎 、白桦等为主 ,乔木层盖度在 70%左右 。其它

伴生灌木种还包括山楂 、忍冬 、红瑞木等。

② b组　包括样方 9, 12, 15, 30, 2, 16, 17 , 31,除样方 9, 12为阴坡灌丛群落以外 ,其余均为乔木林下灌

丛 。灌木层优势种包括灰栒子 、黄刺玫 、蒙古荚蒾(Viburnummongolicum)等 ,其它伴生灌木种包括北京丁香 、

绣线菊 、白毛锦鸡儿(Caraganalicentiana)等。样方海拔在 1300 ～ 1500m之间 ,属本地区较低海拔地段 ,热量

条件好于 a组 ,水分环境条件不及 a组。各样方土壤除样方 2 , 17以外 ,均为黄绵土。除样方 9 , 12以外 ,其余

样方乔木层优势种包括白皮松 、辽东栎和油松等。本组与 a组各样方相比 ,多分布在较低海拔地段 ,环境条件

更趋于温暖和干旱 ,白皮松是比较典型的低海拔分布树种 ,在本地区也主要分布海拔 1400m以下 ,各样方中

多有白皮松出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③ c组　包括样方 1, 5, 6, 22 , 23,灌木层优势种以灰栒子 、红瑞木 、四川忍冬等为主 ,各样方海拔在 1700

～ 1900m之间 ,属本地区较高海拔地段 ,水分条件相对优越 。样方 1虽然海拔相对较低 ,但是由于其坡向为正

北 ,且坡度达到 42°,因而 ,群落同样处于较为湿润的小生境之中 ,说明极陡的阴坡地段可以形成与较高海拔

地段类似的湿润生境 。灌木层其它伴生种还包括皂柳(Salixwallichiana)、蒙古荚蒾 、美蔷薇等 。本组各样方

乔木层发育良好 ,盖度多在 80% ～ 90%之间 ,乔木层优势种包括辽东栎 、油松等 ,伴生乔木种包括茶条槭(Acer

ginnala)、青蛙皮槭(Acergrosseri)以及花楸树(Sorbuspohuashanensis)等 。本组与 a组各样方海拔高度比较相

近 , a组各样方优势种以喜光耐旱的虎榛子和土庄绣线菊为主 ,而本组优势种红瑞木 、四川忍冬则均为较耐荫

的植物种。说明本组水分环境条件比 a组各样方还要好一些 ,本组也是本地区最适合乔木林生长的地段 。茶

条槭 、青蛙皮槭 、花楸均为本地区非常少见的乔木树种 ,也是对水分 、光照等环境条件要求较高的树种 。

④ d组　包括样方 18, 19 , 11, 27,均为乔木林下灌丛植被 。灌木层优势种包括灰栒子 、蒙古荚蒾 、葱皮忍

冬(Loniceraferdinandii)等 ,各样方其它伴生灌木种还包括红瑞木 、山西槭以及忍冬属的几个种 。各样方多分

布在海拔 1350 ～ 1500m之间的阴坡地段 ,属本地中低海拔地段。样方 18, 19, 27位于土石山区 ,样方 11为黄

土丘陵区阴坡油松林下灌丛。乔木层树种包括白皮松 、油松 、辽东栎 、白桦等 。

本组与 b组各样方分布海拔范围较相近 ,两者区别主要体现在指示种方面 ,本组各样方出现了较多的耐

阴性较强 、水分环境条件要求较高的灌木种 ,包括红瑞木 、金花忍冬 、四川忍冬等(图 1)。由此可知 ,本组各样

方较 b组各样方环境条件要湿润一些。

(2)D3类:阳坡或半阳坡喜光耐旱灌丛

本类型各组样方中 ,喜光而耐旱的灌木种北京丁香多成为各样方的最优势种或次优势种。

⑤ e组　本组包括样方 25、26,海拔均在 1500m左右 ,均为坡度平缓的山顶开阔地段 ,生境较为干旱 。灌

木层优势种包括北京丁香 、土庄绣线菊等 。其它伴生灌木种还有沙棘 、胡颓子等 。

⑥ f组　本组包括样方 24、28,海拔在 1500 ～ 1700m之间 ,均为山顶开阔地段 ,坡度平缓。优势种包括北

京丁香 、红瑞木 、土庄绣线菊等 ,相对于 e组 ,本组各样方海拔稍微高一些 ,环境更为湿润 ,因而 ,样方中出现了

较多的指示灌木种红瑞木(图 1)。

⑦ g组　本组包括样方 3、10、13,优势种包括北京丁香 、黄刺玫 、山桃等 ,海拔在 1300 ～ 1400m之间 ,其

中 ,样方 3为土石山区阳坡耐旱灌丛群落 ,而样方 10, 13属黄土丘陵区阳坡耐旱灌丛。其它伴生灌木种包括

山桃 、对结木等耐旱灌木种 。

⑧ h组　本组包括样方 14、29,海拔在 1200 ～ 1400m之间 ,均为阳坡或半阳坡耐旱灌丛群落 ,灌木层优势

种包括北京丁香 、土庄绣线菊 、黄刺玫等 , 其它伴生种包括白毛锦鸡儿 、小檗 (Berberisthunbergii)、山杏

(Armeniacavulgaris)等。样方 14分布于黄土丘陵地区半阳坡 ,坡度极陡(35°),这也是导致其生境非常干旱

的原因之一 。样方 29为土石山区干旱阳坡灌丛群落 。从图 1可知 , g组与 h组的区别指示种为山桃 , g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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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方 TWINSPAN分类树状图

Fig.1　DendrogramoftheTWINSPANclassificationof31plotsinadjacentregionbetweentheloessareaandbedrockareaofwesternshanxiprovince

DK:代表第 K级分类;N代表样方数量;DK:Divisionnumber;N:Samplenumber;图中指示种 Indicatorspecies:2,北京丁香 Syringapekinensis;

3,对结木 Sageretiapaucicostata;4,红瑞木 Cornusalba;7,虎榛子 Ostryopsisdavidiana;12,金花忍冬 Lonicerachrysantha;15,美蔷薇 Rosabella;16,

柠条锦鸡儿 Caraganakorshinskii;18,山桃 Amygdalusdavidiana;19,山西槭 Acershanxiensis;21,山楂 Crataeguspinnatifida;23,四川忍冬 Lonicera

szechuanica;26,土庄绣线菊 Spiraeapubescens;27,灰栒子 Cotoneasteracutifolia

样方中有山桃出现 ,而 h组各样方则没有 ,山桃是比较典型的喜光耐旱灌木种 , h组两样方北京丁香和土庄绣

线菊相对重要值较高 ,可能受种间竟争的影响 ,山桃难以侵入到群落中 。只有在极为干旱的阳坡或开阔地段 ,

其它灌木种难以生存 ,这些耐旱指示种才可能成为灌木层的优势种 。

图 2　样方 DCA二维排序图

Fig.2　Two-dimensionalDCAordinationdiagramof31plots

　S1～ S31代表 1～ 31号样方 ,同表 1　S1 ～ S31wasthesequence

numberofalltheplotsthesameastalbe1

3.1.2　样方 DCA排序分析

从图 2中可以看出 , TWINSPAN分类所产生的 8个组

在图上均有自己的分布范围和界线 ,说明 DCA排序较好

地反映了各样方之间以及样方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DCA

第 1轴基本上反映了样方的水分环境梯度 ,从左至右依次

为较高海拔地段天然次生灌丛 ,如 TWINSPAN分类所形成

的 a、c两组各样方海拔均在 1600 ～ 1900m之间 ,环境条件

冷凉 、湿润 ,位于 DCA排序图的最左边;中间各组样方为

较低海拔地段的阴坡灌丛 ,生境条件相对温暖 、干旱一些 ,

而最右边各样方多为干旱阳坡地段灌丛植被。在第 1轴

坐标一致的条件下 , DCA第 2轴直观地反映了各类型样方

所在海拔梯度的差别 ,即热量条件的差异 。对角线上各样

方的排列顺序 ,综合反映了各样方的水分 、热量和土壤等

环境条件的差异 ,如前所述 , TWINSPAN第 1级划分结果 ,

D2类和 D3类样方类型在图上有很明显的区分界线 。排序图左上角为土石山区海拔最高的天然林下灌丛 ,

中间部分为土石山区中低海拔林下灌丛或阴坡灌丛 ,右下角各样方则多为开阔地段的灌丛 ,群落内多没有明

显的乔木层 ,包括土石山区阳坡 、坡顶及干旱的黄土丘陵地段 。这说明本地区处于半干旱地区 ,低海拔地段热

量充足 ,但较为干旱 ,水分条件较差;而海拔较高地段 ,气温虽然低一些 ,但由于蒸发量较小 ,水分条件较为优

越 ,更适合耐阴性或中生灌木种的生长。

关于 DCA排序轴的环境解释 ,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
[ 8, 11 ～ 17]

, DCA第 1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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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灌木种 TWINSPAN分类树状图

　Fig.3　DendrogramoftheTWINSPANclassificationof29 shrub

speciesintheadjacentregionbetweentheloessareaandbedrockarea

ofwesternShanxiProvince

　　1葱皮忍冬 Loniceraferdinandii;2北京丁香 Syringapekinensis;

3对结木 Sageretiapaucicostata4 红瑞木 Cornusalba;5胡颓子

Elaeagnuspungens;6胡枝子 Lespedezabicolor;7虎榛子 Ostryopsis

davidiana;8花红Malusasiatica;9黄刺玫 Rosaxanthina;10黄瑞香

Daphnegiraldii;11蒙古荚蒾 Viburnummongolicum;12金花忍冬

Lonicerachrysantha;13白毛锦鸡儿 Caraganalicentiana;14马氏忍

冬 Loniceramaackii;15美蔷薇 Rosabella;16柠条锦鸡儿 Caragana

korshinskii;17 沙棘 Hippophaerhamnoides;18 山桃 Amygdalus

davidiana;19山西槭Acershanxiensis;20山杏 Armeniacavulgaris;

21山楂 Crataeguspinnatifida;22鼠李Rhamnusdavurica;23四川忍

冬 Loniceraszechuanica;24卫矛 Euonymusalatus;25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26土庄绣线菊 Spiraeapubescens;27灰栒子 Cotoneaster

acutifolia;28樱桃 Cerasustomentosa;29皂柳 Salixwallichiana

表了热量(海拔)的变化 ,第 2轴代表了水分因子的变

化 。相反 ,另外一部分研究则表明 , DCA第 1轴代表代

表了水分环境梯度 ,第 2轴代表了热量环境梯度
[ 11, 12]

,

还有研究结果显示 ,第 1或第 2排序轴没有明显的生态

学意义
[ 13]
。刘海江等研究了浑善达克沙地草本植物群

落 DCA排序轴与土壤养分的相关关系 ,认为第 1轴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土壤可溶性钠的含量梯度 ,第 2排序轴

则与 pH值呈显著正相关
[ 14]
。由此可知 , DCA排序轴

的环境解释在不同的研究地点 ,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

结论。在降雨相对丰富地区 ,可能热量因素更大程度上

影响了植被的组成和空间分布 ,而在西部黄土高原等干

旱地区 ,水分条件可能成为影响植被空间分布的主导因

素 ,而在干旱荒漠地区 ,水分条件相差不大的地区 ,土壤

养分含量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植被分布的关键因子。

3.2　灌木种的分类和排序

数量分类和排序的研究方法多应用于群落或样方

类型的划分
[ 18 ～ 20]

,但是 ,不少学者将其应用于物种的归

类和排序 ,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结果 。张桂莲等人对山

西南部白羊草群落内 49个物种进行了 DCA排序
[ 12]
,

曹杨等对山西五台山蓝花棘豆群落的 65个种进行了

DCA排序分析等
[ 15]
。本文根据各样方中灌木种的二元

属性数据 ,应用 TWINSPAN和 DCA的分析方法 ,对研

究区域内的 29个灌木种进行了数量分类和排序。通过

这种二元属性数据的分析 ,可以分析物种的空间分布

规律。

TWINSPAN分类结果如图 3所示 ,第 1级分类可将

所有物种分成两类 ,第 1大类各物种为本地区分布比较

广泛的物种 ,而第 2大类仅包括小檗 、樱桃 、山杏 、对结木 、山桃 5个种 ,与第 1大类不同的是 ,第 2大类各物种

多为干旱阳坡的典型指示种 ,其中樱桃为偶见种。这些物种生态位很窄 ,仅分布在干旱阳坡的样方中 ,而在水

分条件较好的阴坡样方中基本没有分布。更为详细的分类可将所有灌木种划分为 4个生态种组 ,如下所示:

(1)花红 、沙棘 、马氏忍冬和鼠李;(2)红瑞木 、金花忍冬 、四川忍冬 、美蔷薇 、胡颓子 、黄瑞香 、山楂和皂柳 、

胡枝子 、虎榛子 、蒙古荚蒾 、山西槭;(3)北京丁香 、黄刺梅 、土庄绣线菊 、灰栒子 、葱皮忍冬 、柠条锦鸡儿 、白毛

锦鸡儿 、卫矛;(4)小檗 、樱桃 、山杏 、对结木 、山桃。

分类结果很好的反映了各物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生态学特性 。第(1)、(2)类各灌木种主要分布于土石

山区 ,而在黄土丘陵区则很少有分布 。其中沙棘在本地黄土丘陵地区分布也较少 ,且主要分布在海拔 1400m

以上的冷凉 、湿润地段 。其中第(1)类为偶见种 ,第(2)类为在土石山区广泛分布的物种 。

第(3)、(4)类物种则不仅在土石山区有分布 ,而且在黄土丘陵地区也有分布 ,能够适应黄土丘陵干旱的

环境条件。第(3)类各物种在黄土丘陵地区分布比较广泛 ,而第(4)类各物种除樱桃为偶见种外 ,其余各物种

主要分布在干旱的阳坡地段 ,为干旱阳坡的典型指示种 。

由图 4可知 , TWINSPAN分类所产生的 4个生态种组在图上均有自己的分布范围和界线 。偶见种多分布

在排序图的边缘 ,包括花红 、沙棘 、对结木 、山桃 、山杏等 。而在本地区广泛分布的种 ,包括北京丁香 、黄刺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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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灌木种 DCA二维排序图

Fig.4　Two-dimensionalDCAordinationdiagramof29shrubspecies

　注:物种代码同图 3(Notes:thecodeofspeciesarecoincidentwith

speciesinFig3)

灰栒子 、土庄绣线菊等则位于排序图的中心位置 。 DCA

第一轴基本反应了物种分布生境的水分条件 ,最左边的

皂柳 、美蔷薇等物种多分布在土石山区较高海拔的冷

凉 、湿润地段 ,最右边的对结木 、山桃等物种则为干旱阳

坡的指示种 。DCA第 2轴生态学意义不明显 。沿对角

线各物种的排序反映了各物种的空间分布特征 ,左上方

各物种主要分布在土石山区 ,与 TWINSPAN划分的第

(1)、(2)类物种比较一致;而右下方各物种不仅在土石

山区有分布 , 而且在黄土丘陵干旱地区也有分布 ,与

TWINSPAN划分的第 (3)、(4)类物种基本相同 ,而且 ,

这两种空间分布类型的物种在图中可以找到明显的区

分界线(图 4)。

4　结论与讨论

(1)应用 TWINSPAN和 DCA的分析方法 ,对晋西黄

土丘陵与土石山区交错地带次生森林及灌丛群落中的灌木层片和灌木种进行研究 ,得到了与客观实际比较一

致的分类结果。调查样方基本包括了中阳县主要的天然森林及灌丛植被类型 ,共计 31个样方 , 29个灌木种 。

TWINSPAN分析结果表明 , 31个样方的灌木层片被划分为 8个组 ,主要灌木种可划分为 4个组。 DCA排序结

果与 TWINSPAN分类结果较为一致 。

(2)样方 DCA排序第 1轴反映了群落生境的水分环境条件 ,第 2轴基本上反应了群落海拔梯度的变化 ,

即热量条件的差异。对角线上各样方的排列顺序综合反映了水分 、热量 、土壤等环境条件的差异。土石山区

各样方多位于排序图的左上方 ,而海拔较低的干旱黄土丘陵地区各样方则多位于排序图的右下方。

(3)物种 DCA排序图第 1轴反映了各物种分布生境的水分条件 ,最左边为分布在较高海拔地段林下湿润

环境中的植物种 ,包括美蔷薇 、红瑞木等;而最右边则为典型的干旱阳坡指示种 ,包括对结木 、山桃等 。第 2轴

生态学意义不明显。沿对角线各物种的排序反映了各物种空间分布特征 ,左上方各物种多数只分布在土石山

区 。而右下方各物种不仅在土石山区有分布 ,而且在黄土丘陵干旱地区也有分布 。

综上所述 ,采用 TWINSPAN分类结合 DCA排序的研究方法 ,对晋西黄土丘陵与土石山区交错地带的天

然次生森林及灌丛群落中的灌木层片和灌木种的数量特征进行了分析 ,取得了较好的分类结果 。研究结果有

助入深入理解该地区灌木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各灌木种的生态适应特性 。可为今后造林植物材料的选择提

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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