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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和半固定沙丘花棒克隆生长构型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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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乌兰布和沙漠优良固沙先锋树种花棒（Ｈｅｄ）ｒＳａＦＵ？Ｆｚ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的克隆生长构型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花棒具有独特的克隆生长构型，由枝条遇沙埋形成长间隔物的典型的游击型克隆生
长构型和由根条形成的典型的密集型克隆生长构型。且固定沙丘的花棒分株种群比半固定沙丘具
有较大的密度、较小的平均株距及相似的分株高度。
关键词：花棒；克隆构型；分株种群；游击型；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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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必需资源不仅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斑块
性，而且斑块的尺度、斑块间资源水平差和斑块的空
间结构都因资源种类和生境类型不同而异［１］。植物
形态可塑性是植物克服和利用生境资源异质性的有

在明显差异。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样地概况

效方式和重要途径之一［２］。克隆植物的形态可塑性

样地设在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中心第一试验

在分株个体和种群水平上分别表现为克隆构型和分

场，位于内蒙古河套灌区西部，乌兰布和沙漠东北

株种群特征的变化【３］。在不同生境中克隆构型可划

缘，海拔约１

分为集团型或密集型和游击型，集团型植物是指具

１０℃积温３

１００＂－－３

有短根茎的丛生植物，游击型植物则包括根茎植物

日照时数３

１００＂－３ ３００

０５０

ｍ。年平均气温为７．５－－一８．５。Ｃ，≥
４００℃，无霜期１４０－－一１６０ ｄ，年
ｈ。热量、光照、无霜期均为

和匍匐茎植物［４］。这种可塑性还能通过个体遗传及

内蒙古沙漠最为优越的地区之一。年降水量１００，一

种内竞争等途径影响其他相连分株的可塑性，进而

１４５

引起克隆植物分株种群特征的变化［５］。目前的研究

２ ９００

大多集中在根茎和匍匐茎植物Ｅ６～１０３。但花棒的克隆

～４０ ｄ。黄河贯穿东和东南边缘，地下水位比沙漠丘

生长构型与上述研究有明显不同，其克隆器官为地

间地高数米至二三十米，东北部有俗称“二黄河”的

上枝条和地下根系，在不同生境中，克隆构型不同，

总干渠，同时干渠、支渠纵横交错，水力资源十分充

因而其分株种群特征在固定沙丘和半固定沙丘也存

沛。地下水丰富，潜水埋深一般为１．５～３．０ ｍ，且承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６—１６修回日期ｌ

ｍｍ，主要集中于７＂－９月份；年蒸发量２ ４００～
ｍｍ；年平均风速３～３．７ ｍ／ｓ，年大风日数２０

２００６．０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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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和半固定沙丘花棒克隆生长构型的比较研究

压水水质好，科学用水的潜力也很大。流动沙丘的干

３０

沙层厚１０～４０ ｃｍ，干沙层下稳定湿沙层的含水量

条克隆寻觅养分和扩大种群。

达２％～３％。沙丘本身的含水量即能满足沙生先锋

１．３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ｃｍ后，便可以开始克隆生长，在固定沙丘上以根

植物正常生长。花棒群落中除了建群种花棒

２００５年５月下旬在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中心

（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 ｓｃｏｐａＨｕｍ）外，还有梭梭（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

第一试验场的固定沙丘和半固定沙丘上的人工花棒

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自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沙拐

林内各设置１０个由１００个１

枣（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沙冬青（Ａｍｍｏｐｉｐｔａｎ—

的１０ ｍ×１０

ｔｈｕｓ

霸

王

ｍＸ １

ｍ基本样方组成

ｍ相邻样方格子。以样方中花棒为选

（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取对象，进行克隆生长构型及分株种群特征研究。在

ｘ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沙枣（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沙鞭

每一样方内统计分株高度、分株数、根条克隆数（根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条克隆产生的分株数）和枝条克隆数（枝条克隆产生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文冠果（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ａｓ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红柳

的分株数），并且在一个固定沙丘样方格子和一个半

（Ｐｓａｍｍｏｃｈｌｏａ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ｖｉｌｌｏｓａ）、

柠

条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ａ）、旱柳（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固定沙丘样方格子内以１

ｍ×ｌ

ｍ基本样方为单位

沙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ｐ．）等植物。

进行地上和地下植物部分生物量采集，带回实验室

１．２材料

在１１５℃条件下烘干至恒重，用电子天平称重。并对

花棒，别名细枝岩黄芪、花子柴、牛尾梢，为豆科
岩黄芪属大灌木，株高２＂－３ ｍ，主要分布于腾格里、
巴丹吉林、鸟兰布和沙漠的流沙地和半固定沙地。花
棒根部有根瘤，可固定空气中氮索，适于流沙环境的
养分贫乏，能耐５０～７０℃的高温、１／Ｚ株高的沙埋、

固定沙丘和半固定沙丘中花棒克隆构型和分株种群
的特征进行比较和显著性检验。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不同生境中花棒克隆构型特征的比较

根际下３０～６０ ｃｍ的风蚀［１１’”］，应对沙漠环境干旱、

在固定和半固定沙丘中的花棒根条克隆数平均

高温、风蚀、沙埋、有机养分匮乏的能力很强，是沙漠
万方数据

为１０４．１个和１３．５个，存在显著差异（图１Ａ），枝条

环境严酷地区固沙造林的优良树种，并且具有独特

克隆数平均为１．０个和３１．６个，也存在显著差异

的丛生克隆生长能力，在半固定沙丘上当实生苗长

（图ＩＢ）。在半固定沙丘上，枝条克隆数和根条克隆

到５～６ ａ时，前１～２ ａ生枝条遇到流沙埋压２０～

数平均为３１．６个和１３．５个，差异显著（图１Ｃ）。

图１
Ｆｉｇ．１

固定沙丘和半固定沙丘中花棒克隆生长构型特征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ｌｏ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日ｅ西ｓｄ似ｍ

２．２克隆生长构型分析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 ｄｕ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ｆｉｘｅｄ ｄｕｎｅｓ

并固定了流沙，也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在

花棒具有丛生克隆生长能力，其克隆器官为地

固定沙丘上，由于没有流沙那种环境，所以其很少发

上枝条和地下根系，与绵刺的克隆生长构型相

生枝条克隆，而以根条克隆寻觅养分和扩大种群，在

似［１引。即向下萌发不定根，向上萌发新枝，形成克隆

５～８０ ａｍ范围内的侧根均可水平生长一段时间后，

体（新的植株体，也叫分株），迅速生长。这一克隆体

向上长出绿叶，形成新株。

生长２～３ ａ后，枝条若再遇沙埋，又进行克隆生长，

判断克隆植物克隆构型的传统方法多采用隔离

形成次级克隆体，如此机遇性地反复克隆生长，花棒

者长度及分枝强度的平均值作为主要依据，但鉴于

由原来的一个实生苗形成了具有发育上重复、遗传

花棒特殊的克隆生长构型，可将平均株距、分株密度

结构一致且相互连接的同源集群，在流沙埋压胁迫

及枝条（根条）克隆数作为其克隆构型的判断依据。

的逆境中占领或输送生存资源、承受风险，获得生存

花棒在固定沙丘以根条克隆为主，在半固定沙

西北林学院学报

３４

２１卷

丘以枝条克隆为主（图１Ａ）。根条克隆间距为６２．３１

间有生理整合和资源共享现象，分株的不定根系和

ｃｍ，分株密度为２．５９株·ｍ～，因而呈密集型克隆

基株的根系占有同一性的微环境，分株和基株的间

构型。枝条克隆分株密度为１．３６株·ｍ～，克隆间

隔物断裂后，分株能独立成株。

距为８８．４４ ｃｍ，占据面积大，呈游击型克隆构型。这

２．３花棒克隆生长构型的可塑性和独特性

２种克隆生长构型与陈尚ｃ９］和何池全［４］所给的定义

固定沙丘花棒分株种群比半固定沙丘花棒分株

有所不同，但与高润红对绵刺的克隆生长构型补充

种群具有显著大的分株密度（图２ Ａ）。固定沙丘花

定义相似［１¨。即游击型（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克隆生长构型是

棒分株种群和半固定沙丘花棒分株种群具有相似的

指克隆分株和基株有长的间隔物，分株和基株间有

分株高度（图２ Ｂ）、显著小的分株间距（图２ Ｃ）、较

生理整合和资源共享现象，分株的不定根系和基株

大的分株密度。分株密度、分株间距指示着花棒分株

的根系占有异质性的微环境，分株和基株的间隔物

种群在异质性生境中可能具有将其较多的分株放置

断裂后，分株能独立成株。密集型克隆生长构型是指

到较好的小生境中，从而促进整个基株对异质性分

克隆分株和基株有短的间隔物，属丛生，分株和基株

布资源的利用潜力。

万方数据

图２乌兰布和沙漠固定沙丘和半固定沙丘花棒分株种群特征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ｅｄｙｓａｒｕｍ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 ｒａｍｅ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ｎｅｓ ｉｎ

研究表明（表１），固定沙丘花棒的生物量平均
为３

４８７．８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 ｄｕ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ｆｉｘｅｄ

Ｗｕｌａｎｂｕ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益大，游击型植物表现集团化倾向，相反，生境贫乏，

ｇ，其中，４３．６％左右分配给地上枝叶，

干扰频繁，分株更新收益大些，游击型植物表现更游

２６．５％左右分配给根系，２９．９％左右分配给地下连

击”。笔者认为，花棒在资源贫乏和较强的随机干扰

接物。半固定沙丘花棒的生物量平均为２

８３２．７ ｇ，

下，既有密集型克隆生长构型又有游击型克隆生长

其中３８．５％左右分配给了地上枝叶，２９％左右分配

构型，而在资源丰富和干扰较弱的环境中，密集型克

给根系，３２．５％左右分配给地下连接物。花棒种群在

隆生长构型表现强烈。

地上生物量投资、连接物生物量投资以及根生物量
投资上明显高于半固定沙丘。说明植物的克隆生长

３

结论

对资源水平的反应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花棒在不同生境中存在２种克隆生长构型，即

表１花棒各部分生物量分配

由根条形成密集型克隆生长构型和由枝条被沙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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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分株的游击型克隆生长构型。克隆生长构型具
有很大的可塑性，在资源丰富、随机干扰程度低的情
况下，以密集型克隆为主，在资源贫乏、随机干扰强
烈的情况下，游击型克隆起决定作用。花棒在固定沙
丘上的分株种群比半固定沙丘上的分株种群具有较
短的分株间距、较高的分株密度和较大的根茎生物
量，因为固定沙丘的水分状况和土壤养分状况都比

花棒在资源贫乏、随机干扰强的环境中表现为
游击型克隆生长构型，随环境改善和资源相对充足、
随机干扰减弱，密集型克隆表现增强趋势。陈尚认
为ｒ９１：“通常生境资源丰富，干扰强度低，种子更新收

半固定沙丘的好，克隆植物有通过调整分株密度来
实现的觅食行为［１引。因此，本结果为克隆植物的生
态对策研究提供了一项例证。
（下转第３７页）

丁惠萍等火地塘森林群落生物多样性的熵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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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群落中草本的熵值最高，灌木次之，乔木最低，

境的保护状况。这对控制和预防珍稀濒危物种的丧

而熵值大小还与样方大小有关，若三者样方大小相

失是很有意义的［９］。

同，其差距更为明显。这说明同一群落中草本的丰富
度、多样性最高，灌木次之，乔木最低。

本文从熵的角度给出了植物群落多样性的测度
指标。从研究结果来看，中低山地带的乔木层多样性

联合熵反映了整个群落的整体物种丰富度、多

偏低，建议加强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力度。由于不同植

样性。对于６个森林群落来说，其联合熵随海拔先有

被类型的组成及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熵值作

小幅上升，然后减小，说明整个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为多样性的测度指标与其他多样性测度指标之间的

多样性随着海拔的升高逐渐减少。前面的小幅波动

区别与联系，以及各自对多样性的贡献问题还有待

是受乔木层影响的结果。

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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