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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优势乔木群落 , 根据优势种重要值大小对群落类型进行了划分 , 进一步从立

木、苗木和幼苗 3 个层次对群落物种组成及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4 科 6 种红树植物组成 11 个优势乔木群

落。无瓣海桑群落分布 广, 平均胸径、高度和冠幅面积显著大于红海榄、秋茄、桐花树和白骨壤优势群落, 但无瓣

海桑群落物种多度较低, 群落内无瓣海桑对秋茄有显著抑制作用; 白骨壤和秋茄优势乔木群落的多样性指数较高。红

树林优势乔木群落林下层植被组成贫乏、结构简单, 以桐花树、秋茄和白骨壤为主; 林下苗木数量多于幼苗; 白骨壤

幼苗占总量的 67.1%。未来红树林恢复仍要重视本地红树物种, 建议加强白骨壤作为恢复物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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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mportance value, the community types of mangrove forests were determined in Zhanjiang Mangrove 
Natural Reserve. And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 in tree, sapling and seedling layer in these 
communiti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1 main community types, in which the species belonged to 6 species, 6 genera, 4 
families. Multiple comparison of the species showed DBH, height and crown areas of Sonneratia apetala were obviously larger than 
those of other species, and Sonneratia apetala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other mangrove in communities, especially Kandelia candel.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DBH, height and crown areas among Rhizophora stylosa, Bruguiera gymnorrhiza, 
Kandelia candel, Aegiceras corniculatum and Avicennia marina. Diversity indexes in Avicennia marina and Kandelia candel 
communiti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communities.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a small number of seedlings and saplings in 
mangrove dominant tree community, with dominant species Aegiceras corniculatum, Kandelia candel and Avicennia marina. The 
seedlings of Avicennia marina accounted for 67.1% of the total number. Considering the mangrove restoration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for native mangrove spec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specially for Avicennia marina. 

Key words: mangrove tree community; community structure; diversity index; tree; sapling and seedling 



2 生 态 科 学  35 卷 

 

1  前言 

植物群落是一定地段内的不同植物在长期的历

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生态复合体[1], 其组成和结构

是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的基础, 对其分析可以揭示

物种共存规律、形成机制[2], 反应其生境条件和以及

空间上的联系。因此研究植物群落种类组成、种的

数量特征、物种多样性是植被生态学研究的基础。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

本植物群落, 与潮间带泥质或砂质海滩组成红树林

湿地生态系统, 在改善海湾、防浪护堤、净化污染

和保护湿地多样性等功能上发挥重要作用[3]。因为

人口压力及经济发展的原因, 全球红树林呈现持续

萎缩趋势[4–6]。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 人们逐渐意识

到红树林湿地的重要性, 我国也已开始大规模的

红树林保护和生态恢复。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是我国红树林面积 大、种类较多的自然

保护区[7]。本文通过野外样地调查, 对分布在湛江

沿海潮间带的优势红树林乔木群落的立木、苗木和

幼苗的结构、数量、多样性等进行分析研究, 旨在

探讨优势乔木群落的结构特征和生存现状, 为红树

林保护和恢复提供基本资料和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自然概况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9°40′— 

110°35′ E, 20°14′—21°35′ N)位于中国大陆 南端, 

分为 40 余片, 成带状分散分布于广东省雷州半岛沿

海潮间带[7] [1]。湛江市海岸线达 1556 km, 潮间带广

阔, 红树林湿地资源丰富, 分别占中国和广东省红

树林面积的 33%和 78%[8]。保护区地跨北热带和南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 气温高; 年平均水温为 25—27 ℃, 

年差较小, 低温极限较高, 且不随气温的急剧升降而

变化, 这构成了湛江红树林生长的先决条件之一。湛

江红树林保护区沿海的潮间带、泥沼多为浅海沉积或

河流冲积物发育而成的盐积土, 成土母质有地带性

差异。湛江红树林局部地段保持了一些原始植被的

特征, 但现状植被绝大部分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 

2.2  群落调查与统计 

根据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图

确定调查路线[9], 结合典型样地调查法, 于 2012 年

10—12 月沿着雷州市、廉江市、麻章区、坡头区、

霞山区、遂溪县、徐闻县和东海区等 8 个行政区县, 

调查了优势乔木红树林样地 27 处。每块样地内, 沿平

行于海岸线的群落 长轴上等距离设定 3 个 10 m× 

10 m 样方, 每个样方内随机设定 5 m×5 m 亚样

方。依据群落结构 5 级立木法[10–11], 本研究将高

度在 33 cm 以下, 划分为幼苗; 高度在 33 cm 以上, 

胸径不足 2.5 cm, 划分苗木; 胸径大于 2.5 cm, 为立

木级。在 10 m×10 m 样方内, 记录所有立木级红树

的种类、多度、树高、胸径、冠幅面积以及生长情

况; 在 5 m×5 m 亚样方内, 记录所有苗木、幼苗的

种类、高度、盖度等。 

利用调查数据, 计算其物种重要值(重要值=(相

对高度+相对多度+相对盖度)/3[12]); 以物种重要值

大小确定优势种, 并以此划分群落类型[13]。物种多

样性测度选用 Shannon 指数、Simpson 指数和 Pielou 

指数 [14], 以重要值为基础计算。数据分析处理用

Excel 完成; 利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 

方差分析, 并采用 小显著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3  结果与分析 

3.1  立木级红树结构特征 

3.1.1  物种组成及群落类型 

经调查发现, 立木级红树群落结构简单, 主要物

种有白骨壤(Avicennia marina)、红海榄(Rhizophora 

stylosa)、木榄(Bruguiera gymnorrhiza)、秋茄(Kandelia 

candel)、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和无瓣海桑

(Sonneratia apetala)等 6 种, 隶属 4 科 6 属。湛江 8

个县区内, 廉江和遂溪县的红树林立木级物种相对

丰富、分布面积广。根据物种重要值大小, 将红树

林立木级群落划分为 11 种类型。其中, 无瓣海桑优

势群落 4 种: 无瓣海桑纯林(S1)、无瓣海桑+白骨壤

群落(S2)、无瓣海桑+桐花树群落(S3)、无瓣海桑+

秋茄群落(S4); 红海榄优势群落 2 种: 红海榄纯林

(R1)、红海榄+木榄-白骨壤群落(R2); 秋茄优势群落

1 种: 秋茄+桐花树群落(K1); 桐花树优势群落 1 种: 

桐花树+木榄群落(AC1); 白骨壤优势群落 3 种: 白

骨壤纯林(AM1)、白骨壤+红海榄群落(AM2)、白骨

壤+秋茄-桐花树群落(AM3)。群落类型及样地信息见

表 1。 

3.1.2  群落基本特征 

以无瓣海桑为优势的群落, 其平均胸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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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湛江红树林湿地样地信息 

Tab. 1  The information of mangrove plants in Zhanjiang Mangrove Natural Reserve 

群落类型 地区 经度 纬度 立木级红树(重要值) 其他物种 苗木及幼苗 

廉江 21.57 109.756 S(1.0) -- E,B,AC,D 

雷州 20.884 110.164 S(1.0) -- S,K,D,AC,P 

雷州 20.923 110.164 S(1.0) -- K,S,AC,B, D 

徐闻 20.643 110.371 S(1.0) -- -- 

S1 

徐闻 20.246 110.121 S(1.0) -- -- 

东海区 20.961 110.249 S(0.767) AM AM,S,B,SA 

雷州 20.889 110.177 S(0.947) AM AC,AM,K,S 

麻章 20.987 110.168 S(0.958) AM AM,S,AC,K 
S2 

徐闻 20.644 110.369 S(0.721) AM,K AC,AM,K 

S3 遂溪 21.364 109.914 S(0.964) AC S,AC 

S4 徐闻 20.656 110.355 S(0.710) K,B,AC K,AC,S 

雷州 20.802 109.736 R(1.0) -- R 
R1 

雷州 20.801 109.733 R(1.0) -- R,AM 

廉江 21.549 109.769 R(0.756) B,AC AC 

雷州 20.841 110.164 R(0.943) B K,R,AM 

遂溪 21.396 109.905 R(0.856) AC,B,K,AM R,AC,B 

徐闻 20.666 110.351 R(0.854) B,AM AM,R,K 

R2 

徐闻 20.247 110.122 R(0.952) AM AC,K,AM,R 

廉江 21.568 109.756 K(0.486) AC,B AC,K,B 

麻章 20.999 110.156 K(0.961) AC AC,K K1 

遂溪 21.377 109.901 K(0.815) AC,R,AM AC,K 

AC1 廉江 21.569 109.757 AC(0.914) B,K AC 

AM1 霞山 21.153 110.44 AM(1.0) -- AM 

霞山 21.154 110.439 AM(0.899) R AM,B 
AM2 

霞山 21.151 110.439 AM(0.614) R,B,K B,R,AM,K,AC 

遂溪 21.38 109.901 AM(0.860) AC,K AC,AM 
AM3 

麻章 20.989 110.156 AM(0.635) K K,AC,AM 

注: AM(白骨壤); R(红海榄); K(秋茄); S(无瓣海桑); AC(桐花); B(木榄); E(海漆); D(鱼藤); P(鸡矢藤); SA(互花米草); -- 表示没有。 

 

和冠幅面积显著大于红海榄、秋茄、桐花树和白骨壤

优势群落。然而, 在多度上, 与桐花树、白骨壤和秋

茄群落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但显著小于红海榄群落、

大于木榄群落。生长于无瓣海桑群落中的白骨壤、桐

花树和秋茄的长势较差, 尤其是无瓣海桑+秋茄群落

中, 秋茄茎干细长、绿叶少、枯树多, 胸径和高度相

对较低, 经多重比较, 无瓣海桑群落中秋茄的胸径和

高度, 尤其是高度, 显著低于其他群落中秋茄高度。 

将无瓣海桑以外的群落进行比较, 红海榄纯林

群落的胸径、冠幅面积和高度均 小; 白骨壤纯林

群落的胸径和冠幅面积 大; 秋茄+桐花树群落的

高度 大。总体上看, 在平均胸径和高度上, 秋茄优

势群落>白骨壤群落>红海榄群落>桐花树群落; 在

冠幅面积上, 白骨壤群落>秋茄优势群落>桐花树群

落>红海榄群落。 

3.1.3  多样性指数 

以重要值为基础计算的多样性指数, 结果显示

红树林立木级群落的多样性指数较低。各群落的

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相似, 秋茄优势群落和

白骨壤优势群落较高, 其次是红海榄优势群落, 无

瓣海桑优势群落和桐花树优势群落较低。各群落的

Pielou 指数依次为, 红海榄优势群落>秋茄优势群落>

白骨壤优势群落>无瓣海桑优势群落>桐花树优势群

落。总体上, 白骨壤和秋茄群落的多样性指数 高, 

无瓣海桑和桐花树群落多样性指数 小, 但群落之

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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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湛江红树林优势乔木群落的组成及基本特征 

Tab. 2  Qua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dominant mangrove communities in Zhanjiang Mangrove Natural Reserve 

群落 物种 胸径/cm 高度/m 冠幅面积/m2 多度/(棵•100 m2) 

S1 无瓣海桑 10.86±1.04 8.24±0.59 14.26±2.89 21.07±3.39 

无瓣海桑 9.82±0.82 6.42±0.62 13.31±2.38 21±5.14 

白骨壤 4.86±0.86 2.75±0.19 3.93±0.93 6.38±1 S2 

秋茄 4.04ab 2.34c 3.27 5.0 

无瓣海桑 10.37±1.21 9.88±0.88 6.02±1.08 36±6.81 
S3 

桐花树 2.81 3.14 0.79 7.0 

无瓣海桑 10.63±2.21 7.3±0.2 15.2±6.98 20.33±12.45 

秋茄 2.88±0.25b 2.67±0.42c 1.78±0.65 20.5±13.5 

木榄 12.0 2.0 3.0 1.0 
S4 

桐花树 2.6 1.5 0.99 1 

R1 红海榄 3.07±0.19 1.74±0.07 2.42±0.1 14.2±4.86 

红海榄 3.43±0.47 3.22±0.35 2.97±0.85 60.14±14.61 

桐花树 3.28±0.13 3.5±0.14 1.19±0.03 7.2±2.08 

木榄 5.03±0.65 3.52±0.55 5.68±1.57 5±1.05 

白骨壤 5.7±1.88 3.16±0.96 2.11±0.48 2.75±1.75 

R2 

秋茄 6.35±0.85ab 5.5±0.5a 3.3±1.3 1±0 

秋茄 6.91±0.33a 4.72±0.22ab 4.07±0.44 55.89±10.76 

桐花树 3.39±0.18 3.06±0.18 1.08±0.09 18.63±4.57 

木榄 11.13±4.67 4.31±0.38 10.33±1.9 6.33±1.45 

红海榄 7.58±2.08 4.67±0.33 7.25±2.25 2±1 

K1 

白骨壤 6.8 5.5 1.2 1 

桐花树 3.13±0.26 2.66±0 1.12±0.24 103±19 

木榄 5.11±0.39 3.28±0.02 7.81±0.06 5.5±3.5 AC1 

秋茄 3.19±0.54ab 2.26±0.21c 2.4±1.68 2.5±0.5 

AM1 白骨壤 6.54±1.03 3.36±0.1 7.76±1.72 22±3.79 

白骨壤 6.1±0.49 4.05±0.48 7.12±0.95 32.7±5.59 

红海榄 5.28±0.48 3.26±0.33 3.43±1.19 12.33±3.59 

木榄 4.51±0.71 3.06±0.22 3.18±0.57 12.33±7.36 
AM2 

秋茄 3.2ab 3b 1.32 2 

白骨壤 6.64±0.24 4.11±0.38 8.75±1.51 28.83±1.62 

秋茄 4.91±1.17ab 3.6±0.16b 5.43±3.54 22±12.94 AM3 

桐花树 2.89±0.36 2.55±0.2 0.81±0.04 13±0 

 注: abc 表示差异显著性(p<0.05) 

表 3  湛江自然保护区优势红树林乔木群落物种多样性 

Tab. 3  Diversity indexes of different mangrove communities 

立木级红树多样性指数 幼苗和苗木多样性指数 
群落类型 

Shannon 指数 Simpson 指数 Pielou 指数 Shannon 指数 Simpson 指数 Pielou 指数 

S1 0 0 0 0.476±0.141 0.259±0.081 0.255±0.098 

S2 0.350±0.090 0.218±0.058 0.120±0.032 0.547±0.065 0.344±0.041 0.167±0.022 

S3 0.199±0.115 0.112±0.064 0.059±0.034 0.266±0.144 0.160±0.091 0.153±0.089 

S4 0.527±0.265 0.338±0.169 0.173±0.094 0.527±0.168 0.308±0.101 0.147±0.051 

R1 0 0 0 0.193±0.113 0.113±0.067 0.04±0.020 

R2 0.507±0.081 0.287±0.053 0.139±0.027 0.418±0.111 0.256±0.073 0.113±0.030 

K1 0.540±0.131 0.312±0.081 0.13±0.032 0.339±0.110 0.226±0.075 0.125±0.042 

AC1 0.335±0.069 0.159±0.043 0.071±0.012 0 0 0 

AM1 0 0 0 0 0 0 

AM2 0.593±0.125 0.349±0.081 0.144±0.028 0.480±0.122 0.305±0.084 0.15±0.042 

AM3 0.423±0.095 0.302±0.068 0.108±0.023 0.566±0.152 0.336±0.089 0.158±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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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幼苗及苗木特征 

3.2.1  物种组成及数量特征 

27 个样地中, 除了 2 个无瓣海桑纯林以外, 其

余样地均有红树林苗木及幼苗。本次调查中, 苗木

及幼苗共有 7 种, 分别是白骨壤、红海榄、木榄、

秋茄、桐花树、无瓣海桑和海漆 (Excoecaria 

agalloch)。此外, 在样方内还发现单子叶草本植物互

花米草及 2 种藤本植物, 鸡矢藤(Paederia scandens)

和鱼藤(Derris trifoliata Lour)。总体上, 红树林乔木

群落的苗木及幼苗层物种组成贫乏, 结构简单。 

7 种红树植物中按照重要值前三位排序的结果

是: 桐花树、秋茄、白骨壤。其中, 白骨壤的多度

大, 但高度较低; 桐花树和秋茄的高度接近, 桐花

树多度相对较大。无瓣海桑苗木高度平均达到 2.56 m, 

但由于多度较小, 重要值较低。红海榄、木榄和海

漆的物种多度也较小, 重要值也比较低, 见表 4。 

3.2.2  多样性指数 

11个群落中, 林下苗木和幼苗的Shannon、Simpson

多样性指数类似, 白骨壤+秋茄-桐花树群落和无瓣

海桑+白骨壤群落的林下苗木和幼苗的多样性指数

较高。无瓣海桑纯林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 高。白

骨壤纯林和桐花树+木榄群落林下苗木及幼苗仅有1

个物种, 因此多样性指数为 0。红海榄优势群落林下

的苗木和幼苗平均多样性指数较低, 尤其是红海榄

纯林, 其 Shannon、Simpson 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均

较低。各群落林下苗木和幼苗的多样性指数没有显

著性差异, 见表 3。 

3.2.3  幼苗更新状况 

湛江红树林优势乔木群落中, 苗木占比例相对

较大, 幼苗数量较少(图 1)。白骨壤纯林林下没有幼

苗, 但白骨壤+红海榄群落、白骨壤+秋茄-桐花树群

落的林下幼苗含量分别是 36.4%、25.7%, 高于秋茄

+桐花树群落。无瓣海桑群落的林下幼苗较少, 尤其

无瓣海桑+桐花群落, 林下没有幼苗。然而, 红海榄

纯林群落中林下幼苗相对较多, 尤其雷州市红海榄

样地, 幼苗含量达 79.8%。 
 

表 4  湛江红树林乔木群落幼苗及苗木物种组成及数量特征 

Tab. 4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qua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seedling and sapling under mangrove communities 

物种 基径/cm 高度/m 多度/(棵•100 m2) 重要值 

桐花树 2.72±0.32 2.48±0.85 94.72±26 0.3 

秋茄 3.12±0.43 1.5±0.20 79.84±19.44 0.209 

白骨壤 1.76±0.28 1.07±0.17 153.68±56.2 0.205 

无瓣海桑 2.83±0.24 2.56±0.21 24±6.56 0.114 

红海榄 1.56±0.13 0.96±0.18 126.92±32.48 0.082 

木榄 3.16±0.80 1.29±0.19 29.6±12.68 0.068 

海漆 1.43±0.28 1.92±0.98 10.0±6.0 0.021 

 

 

图 1  红树林优势乔木群落中幼苗与苗木多度比较 

Fig. 1  The composition of seedlings and saplings in mangrove 

communities 

分析林下苗木和幼苗的物种组成得知(图 2), 幼

苗以白骨壤为主, 占幼苗总量的 67.1%; 其次是秋

茄和桐花树; 红海榄和木榄幼苗含量相对较少, 不

足 2%; 在各样地林下层植被中没有发现无瓣海桑 

 

图 2  林下幼苗或苗木的物种组成比较 

Fig. 2  The percentages of mangrove seedlings and sap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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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而各物种苗木数量大小依次是桐花树、秋茄、

红海榄、白骨壤、无瓣海桑和木榄等。 

4  讨论及结论 

4.1  立木级红树的群落结构 

湛江红树林绝大部分为次生林, 多呈灌木丛状

和小乔木林。2001 年红树林资源调查显示湛江市红

树林及其伴生植物有 15 科 24 种[15], 但本研究调查得

知形成立木级优势乔木群落的物种仅 4 科 6 属, 共计

11 个群落类型, 这反映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立木

级红树群落植物种类组成贫乏、区系组成简单。调查

的 8 个县区中, 由于水、热等环境条件及各县区保护

力度不同, 优势乔木群落类型及分布差异很大; 廉江

及遂溪县内立木级红树群落类型相对较多。 

27个调查样地中, 除了霞山区特呈岛以外, 立木

级无瓣海桑在其他地区均有分布, 这间接反映了无

瓣海桑适应性较强, 分布范围广的特性, 同时这与

2001 年我国大规模开展以无瓣海桑为主要树种的红

树林湿地生态修复有关[16–17]。1995 年湛江雷州市附

城镇土角村, 早种植了无瓣海桑, 目前其胸径、高

度 高已达 43 cm、18 m。与其他立木级红树相比, 无

瓣海桑的高度、冠幅及胸径均显著高于其他红树, 这

与无瓣海桑生长速度快、繁殖力强等特点相关。无瓣

海桑优势乔木群落类型相对较多, 既有纯林单优群

落, 又能与白骨壤、桐花树、秋茄等其他红树物种共

生形成复合群落。然而本研究调查得知, 无瓣海桑群

落内的其他物种长势较差、枯树较多, 尤其是秋茄物

种, 胸径和冠幅显著低于其他群落中的秋茄物种, 无

瓣海桑表现出抑制本地红树物种生长的特性, 这与

任海对无瓣海桑的入侵性研究结果一致[18]。究其原因, 

这与无瓣海桑高度和冠幅面积较大, 造成其他红树

光照摄取不足密切相关。然而, 目前还没有发现无瓣

海桑的自然繁殖群落, 因此, 对于无瓣海桑这种外来

种, 其生物入侵效应, 还有待继续调查和研究。 

白骨壤是湛江红树林保护区分布较广的物种, 

除了高桥、坡头和东海岛外, 其他区域均分布有白

骨壤优势乔木群落。湛江红树林保护区内的白骨壤

优势乔木群落均为原生植被, 尤其在特呈岛, 其白

骨壤群落是我国及其珍贵的红树林古树群, 具有重

要的生态作用和观赏价值[19]。白骨壤植株高大、叶

片茂密, 除了无瓣海桑外, 其群落的胸径、冠幅和高

度均较高。白骨壤和无瓣海桑类似, 既有单优群落, 

又可以和红海榄、木榄、秋茄、桐花树等共生, 并

没有表现出对其他物种的抑制性, 这也是白骨壤群

落多样性指数相对较高的原因。 

与 2001 年相比, 木榄、红海榄、海漆等一些嗜

热广布种显著减少, 这主要是 2008 年我国南方大面

积低温, 导致大量红树嗜热广布种死亡[19]。后期进行

了大规模的红海榄补种, 人为增加了红海榄的多度。

湛江秋茄乔木群落也属于原生植被, 其主要分布在廉

江高桥、麻章、遂溪等区域。与白骨壤群落结构特征

类似, 秋茄优势群落的平均胸径和高度相对较高、多

样性指数也相对较高。桐花树和秋茄一样, 均属于抗

低温广布种[20], 在湛江保护区有广泛分布, 但大多以灌

木形式存在, 乔木群落相对较少。尤其是立木级桐花

树群落, 仅在廉江高桥保护区有分布。由于样方内桐

花树的多度较大(280 棵•100 m2), 限制了其它红树物

种的生存, 因此桐花树乔木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较低。 

4.2  苗木及幼苗的群落结构 

林下群落幼苗的更新是群落稳定和种群繁衍的

决定因素[21], 因此对红树林优势群落中幼苗和苗木

的调研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红树林群落林下苗木和

幼苗物种贫乏、结构简单、数量少。桐花树、秋茄

和白骨壤是主要物种, 其中, 白骨壤多度较大, 在

多种乔木群落的林下均有分布, 尤其是白骨壤幼苗

占总量的 67.1%, 这也是湛江白骨壤群落保持优势

地位的主要原因。同时, 这与白骨壤具有抵抗海水

冲刷的能力有关。研究指出, 白骨壤已特化形成弯

曲的茎叶结构以减少海水阻力, 相对于其他物种, 

能快速扎根、生长[22]。其他物种的苗木百分含量要

高于其幼苗含量。对于无瓣海桑来说, 林下无瓣海

桑苗木数量相对较多, 而幼苗却没有, 这可能与野

外调查时间有关, 9—11 月份为无瓣海桑浆果成熟期, 

林下种子库还没开始萌发[23]。 

从多样性来看, 红树林林下苗木和幼苗的物种

多样性指较低, 并且低于典型沙漠灌木群落的多样

性指数[24], 可见红树林群落林下植被的生存、繁衍已

受到较大环境压力。分析各群落林下苗木和幼苗的多

样性指数得知, 林下苗木和幼苗除了和立木群落植

被种类密切相关外, 周边红树林湿地类型也决定了

林下苗木和幼苗的种类。很多红树林为胎生植物, 依

靠繁殖体维持种群的延续, 周边红树林群落是繁殖

体的源。例如雷州的红海榄纯林群落, 其林下有大量

的白骨壤幼苗, 这与其周边白骨壤灌木群落有直接

关系。同时, 林下幼苗也与潮位高低密切相关, 在低

潮带, 海水作用时间及强度比较大, 不利于繁殖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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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生长; 在中高潮间带区域, 海水作用强度减弱, 

沉积物有机质、氮、磷等含量高, 盐度也下降, 增加

了繁殖体固定、生长的几率, 有利于幼苗的繁殖。白

骨壤纯林位于低潮区, 其林下没有幼苗。 

除了常见红树种类及其伴生植物, 在东海岛红

树林群落内有互花米草分布, 这与东海岛区沿海开

发强度大、海岸带环境保护力度弱有关, 因此防范

外来入侵种已成为红树林保护和恢复的迫切任务。

此外, 海产品的挖掘、砍伐等人为活动的痕迹在样

地调查中较为明显, 影响林下植被的生存。以往研

究表明温度、盐度、沉积物、潮汐淹浸、波浪能

量[25], 滩位、种群密度[26], 光照[27]及人为活动[28]对

林下幼苗数量具有较大影响。林下植被的恢复已成

为红树林植被恢复和生态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4.3  结论及建议 

以上结果显示, 湛江红树林湿地优势乔木群落

共有 11 个类型, 其中无瓣海桑群落分布 广, 但多

度较低; 无瓣海桑的平均胸径、高度和冠幅面积显著

大于红海榄、秋茄、桐花树和白骨壤优势群落, 群落

内其他物种的生长受无瓣海桑影响, 尤其对秋茄有

显著抑制作用; 其他群落的胸径、冠幅、高度无明显

差异; 各群落多样性比较得知, 白骨壤和秋茄群落的

多样性指数较高。优势乔木群落林下幼苗和苗木组成

简单、数量较少; 林下植被以桐花树、秋茄和白骨壤

为主; 苗木数量要多于幼苗; 白骨壤幼苗占幼苗总量

的 67.1%。针对红树林保护和恢复, 应加强林下植被

和本地物种的研究。无瓣海桑为外来引进物种, 抗寒

能力较差, 加之对其他物种的影响, 以及林下幼苗较

少, 所以, 未来红树林植被恢复与保护仍要因地制

宜、重视本地物种的恢复, 其中白骨壤作为先锋优势

物种, 其群落的多样性指数较高, 林下幼苗更新也较

好, 建议加强白骨壤作为恢复物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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