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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柽柳属植物(Tamarix L．)的 

分布与群落相似性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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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调查研究了新疆境内柽柳属植物的分布与群落类型。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绘制了新疆柽柳属植物分布图。 

研究结果表明，地表水是柽柳群落繁衍的关键，地下水是柽柳群落生存的命脉。水是决定和影响柽柳属植物现代 

地理分布的关键环境因子。依据柽柳群落所处地形地貌、土壤类型和群落景观等环境特征将柽柳群落划分成 9种 

不同的生态类型。依据群落问物种组成的相似性系数对群落进行了聚类分析，揭示了各群落问的内在关联性和演 

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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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群落生态学研究中，往往涉及大量有关 

生物物种和环境因素的观察数据。对这些繁杂的数 

据，要想探求其内部复杂的生态学关系，唯有使用数 

量分类方法来达到。例如对群落和环境因素进行客 

观的分类，就有可能导出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问 

的某些相互关系。其中，群落相似性的分析是一切 

数量分类的基础Ll J，因而成为群落生态学重要的研 

究内容之一。本文尝试用数量分类方法研究新疆柽 

柳属植物群落问相似性。 

柽柳属植物在全世界共 90余种，分布由欧洲西 

部、地中海沿岸、东北非、中亚、小亚细亚、南亚、亚洲 

中部，最后到达亚洲东部，间断分布于非洲西南部。 

其生境多 为温带及亚 热带的荒漠、半荒漠和草 

原【2 J。我国柽柳属植物有 18种 1变种，新疆天然分 

布的有 16种，从II1前河谷到沙漠腹地均普遍存在， 

其中尤 以多枝柽柳 (T． 1110sissi “)分布最为广‘ 

泛。柽柳属植物作为干旱区、半干旱区的大面积沙 

荒地和盐碱化土地上厂‘泛分布的一类重要灌木植 

物，以其许多独特的生物、生态学特征和重要的生 

态、社会经济作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L3j。在这 
一 背景下，有关学者在柽柳属植物的生态与分布领 

域开展了相应fl,'J~i71究工作。研究涉及新疆柽柳属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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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发生[4-6】、分布{7--9 和生境【m 柽柳属植 

物以其极强的生态适应性在新疆的盐渍化土壤和沙 

化土壤上广泛分布，深刻地影响着我国西部干旱区 

生态环境的稳定。因此，研究柽柳群落的分布与不 

同生态条件下的群落相似性，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 

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原因，作者于 1995至 

1997年研究调查了新疆境 内柽柳属植物的分布与 

群落相似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地区及自然条件概况 

研究区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塔 

克拉玛干沙漠坐落于塔里木盆地腹地，是一个以流 

动性为特色的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位于准噶 

尔盆地中部，以固定、半固定沙丘为其景观特征。塔 

里木盆地年均温 11℃，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43ram，主 

要集中于 6—8月，且多以阵雨和暴雨形式降落，属 

“夏雨型”降水。准噶尔盆地年平均气温 5*C左右， 

年降水量 100—300mm，四季分配较均匀，冬春有一 

定的雨雪，接近“春雨型”降水。新疆两大盆地的水 

源，主要来 自周边lJI地的融雪水和大气降水。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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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盆地是一个封闭性较好的内流盆地。发源于塔里 

木盆地剧边山地的众多河流，在沙漠中消失，部分水 

量转化为地下水。因此盆地内地下水位较高。准噶 

尔盆地是一个半封闭性盆地．北部表现外流性质．额 

尔齐斯河外流致使盆地腹地的地下水埋藏很深，发 

源于盆地剧边山地的河流，部分或全部转入地下径 

流，至洪积扇下缘重新出露地表，形成溢出带。 

柽柳属植物耐盐、耐旱、耐贫瘠、耐风蚀和沙埋。 

塔里木盆地内广泛存在的浅表地下水，沿各大河流 

两岸大面积分布的河漫滩、湿地皆为柽柳属植物的 

发生、发展提供了良好场所。准噶尔盆地大面积的 

砾石质戈壁和巨大隆升的山地，相对较少的地表径 

流，盆地内较深的地下水等环境因素对柽柳属植物 

的分布和生存构成了一定的限制。 

2 研究方法 

采用野外实地考察记录柽柳属植物并结合前人 

有关文献报道，调查了柽柳属植物在新疆的分布区。 

结合两大盆地内主要的河流湖泊与盐渍土分布图绘 

制柽柳属植物在新疆的分布图，试图初步探讨影响 

新疆柽柳属植物分布的生态环境因子。 

对柽柳群落相似性测定的步骤如下：(1)利用柽 

柳群落分布区内地形地貌、土壤类型和群落景观等 

环境特征将柽柳群落划分成不同的生态类型；(2)对 

任意两个不同生态类型的柽柳群落，采用植物物种 

组成相似性测定的方法来计算两个群落的相似性系 

数⋯；(3)依据群落 间相似性系数，采用最近邻体 

法 ‘ (nearest neighbour)对不同生态类型的柽柳 

群落进行聚类分析，寻找各不同类型群落的关联性。 

计算相似性系数的步骤如下：利用群落物种组 

成构成两个群落的2×2列联表(表 1)。 

表 1 两个群落植物物种组成的 2×2列联表 

Tab．1 Composition of the plant species of 2 communities 

a为 (1，1)匹 配，即群落 m 和 n中同时 出现 的种有 a个 ； 

b为(1，0)匹配，即群落m中出现而群落n中不出现的种有b 

个；C为(0，1)匹配，即群落 m 中不出现而群落 n中出现的种 

有 C个；d为(0，0)匹配．即群落 m和 n中都不出现的种有 d 

个 ； 

在这里我们选用在植物数量生态分类中使用较 

多的Jaccard(1900)系数[ J作为群落 m和 n的相似 

性系数，其计算公式为：S =a／(a+b+c)，它没有 

考虑 d的作用，属于非对称的相似系数。因为在植 

物生态学中，一个种在两个群落中都不出现的情况 

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相似的特点。所有统 

计计算过程均在计算机上使用 SPSS for Wi dows 

8．0统计软件包完成。 

3 研究结果 

因文中涉及植物种类较多，为方便查阅，现将植 

物中名和拉丁名对照列出(表 2) 

表 2 植物中名、拉丁名对照表 

Tab．2 Species of the plant com 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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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柽柳属植物的分布 

新疆的柽柳群落主要分布在准噶尔盆地西南部 

和塔里木盆地。其中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柽柳属植物 

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在新疆境内，向南，柽柳群落分 

布到北纬 37。的昆仑山中麓、阿尔金山北麓广大砂 

壤质冲积扇上，向北，分布到北纬 46。的乌尔禾地 

区，向西，最远到达东经 76。的哈拉俊地区，向东，到 

达库木塔格沙漠北部罗布泊以东东经 91。的区域。 

准噶尔盆地内，柽柳属植物主要分布在博尔塔 

拉河中下游及艾 比湖滨湖地区、玛纳斯河中下游及 

早年的玛纳斯湖滨湖地区和将军庙以西的三个泉。 

此外，还有伊吾北部淖毛湖戈壁、安集海地区、北塔 

山以南的黑山头等。在这些分布区内，柽柳群落多 

出现在冲积 一洪积扇扇缘，潜水溢出形成的小湖、沼 

泽、泉水地周缘。 

在塔里木盆地，柽柳属植物主要沿塔里木河、叶 

尔羌河、和田河与阿克苏河分布。塔里木河流域是 

新疆柽柳属植物最大的分布区，面积约 100万 hm ， 

塔格山以南等地均有一定面积的柽柳分布(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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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疆柽柳属植物分布 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Tamarix communities in Xinjiang 

占新疆柽柳属植物分布区总面积的 18。75％。此 3
．2 柽柳群落的聚类分析 

外．孔雀河中下游、克里雅河中下游、尼雅河中下游 将柽柳群落划分成 9个生态类型(表 3)
。 

及策勒、于田两县境内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乔喀 

表 3 柽柳群落的9种生态类型 

Tab．3 The 9 ecological types of the Tamarix communities 

群落生态类型 群落所处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群落所处土壤类型 群落物种组成(常见种) 

1．山前 河谷河滩 海拔 1500--2000m 的河流出山口 

沙砾质新积土类 河滩上及砾石戈壁溪水冲沟旁。 
型 
2．平原河漫滩草 平原河漫滩。 

甸土类型 

土壤为砂砾质，有时砾石 多枝柽柳、山川柽柳、多花柽柳、胡杨、白柳、拂子 

较大，直径达3—5cm。 茅、罗布麻、芦苇、石刁柏 

盐化草甸土、荒漠化草甸 

土。有苏打盐化现象 

3、高位 一河漫滩 河流两岸的高位河滩地，水分条件 一般为冲积细沙质。通常 

胡杨林土类型 较好，定期受到洪水泛滥补给。 不发生盐渍化。 

4．高阶地胡杨林 河流两岸的高级阶地、天然堤上 
土类型 或在冲积锥中部的河床附近。 

5．河问低地及湖 河流两岸一、二级阶地、河问低地 
滨地类型 及湖滨地带。 

6．流动风沙土类 沙漠腹地，全系流动沙丘，高度数 

型 米至百米不等。 

7．半固定、固定风 沙漠边缘及深入沙漠中的河流两 

沙土类型 岸，由固定、半固定沙丘组成。 

8．荒漠化胡杨林 塔里木盆地中干河床附近及沙漠 
土生态类型 边缘 

冲积的粉沙一沙壤土或沙 
土，表层常有盐结皮。下层 

盐渍化轻微。 
盐土．地表通常有盐霜和 

薄盐结皮层，土壤通体湿 

润。 
土壤机械组成以砂为主。 

且颗粒组成均匀。 

土壤组成以砂为主。地表 

有结皮层，以下是沙与柽 

柳枯落物的交错层。 
土壤沙化盐化作用强烈 

多枝柽柳、多花柽柳、短穗柽柳、刚毛柽柳、细穗柽 

柳、长穗柽柳、苦豆子、胀果甘草、骆驼刺、芦苇、大 
花野麻、花花柴、牛皮消 

多枝柽柳、胡杨、刚毛柽柳、短穗柽柳、长穗柽柳、莎 

草、蔗草、大花罗布麻、胀果甘草、芦苇 

多枝柽柳、胡杨、短穗柽柳 、刚毛柽柳、细穗柽柳、胀 

果甘草、骆驼刺、花花柴、牛皮消 

多枝柽柳、短穗柽柳、短毛柽柳、刚毛柽柳、长穗柽 

柳、，芦苇、盐爪爪、西伯利亚白刺、盐角草、碱蓬、盐 
穗木。 

多枝柽柳、沙生柽柳、紫杆柽柳，芦苇、沙拐枣、骆驼 

刺、河西菊、沙米 

多枝柽柳、多花柽柳、细穗柽柳、短穗柽柳、长穗柽 

柳、芦苇、骆驼刺、盐生草、花花柴、苦豆子 

多枝柽柳、胡杨、短穗柽柳、野麻和芦苇 

9．龟裂盐土类型 塔里术河古老冲积平原．及沙漠中 季节性的暴雨径流影响下 多枝柽柳、细穗柽柳、长穗柽柳、短穗柽柳和短毛柽 
的丘间低地．准噶尔盆地以西山地 使细土物质搬运到较低平 柳、西伯利亚白刺、芦苇、盐穗木和盐爪爪 

东南麓的细土洪积平原、古尔班通 的地方堆积下来，使龟裂 

古特沙漠的西缘和南缘。地表平 土成土母质较重土壤有时 

坦、光滑、坚硬和板结、有明显的龟 强烈盐渍化．形成龟裂盐 

裂纹，形成不规则的多角形个体。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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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 1表示某种植物出现在群落中，0表示 

某种植物未出现在群落中，结合表 3可以得到柽柳 

群落 9种生态类型的植物组成二元数据表(表 4)。 

表 4 9种生态类型柽柳群落植物组成二元数据表 

Tab．4 Plant composition of the 9 ecological types 

of the Tamarix com munities 

依据表 4，利用 Jaccard群落相似性公式计算可 

得 9个群落间相似性系数(表 5)。 

表 5 9种群落类型的 Jaccard相似性系数表 

Tab．5 Coefficients of Jaccard similarity 

of the 9 comm unity types 

使用最近邻体法可得 9种柽柳群落的聚类树形 

图(图 2)。 

群落类型 

群落5 

群落9 

群落2 

群落7 

群落4 

群落3 

群落8 

群落1 

群落6 

图2 9种柽柳群落的聚类树形图 

Fig．2 The cluster tree—figure of the 9 Ta marlx communities 

4 讨 论 

4．1 柽柳的分布与生态环境因子的关系 

不仅气候条件可以决定种的分布，土壤类型或 

土壤的某些特殊理化性质，也可决定植物的分布。 

例如，白刺(Nitraria spp．)只分布于盐渍土上，其 

分布主要由土壤的性质决定。地带性植被的分布主 

要由气候因素决定，而对于非地带性植被，它们的分 

布常常受制于某一生态 因素，如水分、基质等的作 

用[16J。在新疆，柽柳属植物的现代地理分布则主要 

由土壤的水盐组成及理化性质所决定(见图 1)。 

水分对柽柳属植物分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地表水是柽柳及其群落繁衍的关键。夏秋季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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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柽柳属植物种子成熟时期，也是盆地内各大 

河流的洪讯期(塔里木盆地尤其如此)。河流中下游 

的河漫滩或洪水溢出河道对沿河两岸沙荒地的淤 

灌，为柽柳种子的着床、萌发、生长提供了场所，保证 

了柽柳群落的天然更新。另外，柽柳属植物作为一 

类深根系的旱中生植物，其生存和发展总是与分布 

区的地下水位相联系。一般说来，成熟柽柳个体的 

最适地下水位是 5m以上，随地下水位的下降，其生 

长势逐渐变差，至 1Om 以下时，大多数柽柳很难生 

存【"]。这也是柽柳群落多分布于河岸、滨湖、扇缘 

和低洼地的原因。稀疏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中的柽柳，粗看似乎也与地表水体无关，但实际上它 

们主要分布于沙漠中的古河道和旧河床旁。虽然河 

道 中已无 流水，但该处地 下水 位一般较 高(3— 

5m)【鸺]，其分布与水分和盐分的关系从图 1也可略 

见一斑。上述不难发现，影响新疆柽柳属植物分布 

的主要环境因素是水分。 

但水分和盐分，哪个是决定柽柳属植物分布的 

主导环境因子需进一步探讨。从图 1我们可以看 

出，新疆盐渍土的分布似乎与河流湖沼的分布格局 

密切相关。在新疆盐土的形成总是与浅层地下水相 

伴．这表现在盐土均处于地下水位较高的低地内，故 

盐渍土也主要集中分布于河流两岸、湖沼周缘等地 

下水位较高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盐分与 

高位浅层地下水并存的局面。人．人．Mxeeb(1930) 

的研究表明，多花柽柳在其与土壤的关系方面是相 

当万能的；这位作者曾经在粘质碱土和盐土上遇到 

过这种柽柳，同时也常在盐渍化滨海砂地上看到它。 

他认为柽柳向土壤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必要的湿度； 

而如果有这样的湿度，那么这种灌木在所有的土壤 

类型上差不多都能很好的发育【l引，实则，新疆柽柳 

属植物能在草甸土、胡杨林土、风沙土、盐土、龟裂土 

等多种土壤上生长，其关键是因为有稳定的浅层地 

下水与之相伴。因此我们认为，优越和适当的水分 

不仅是影响柽柳属植物发生的最首要条件，也是决 

定新疆柽柳属植物现代地理分布的最关键因素。柽 

柳属植物为获得生存所必须的水分，总是分布在河 

流、湖沼怙J围与浅层地下水伴存的盐渍化土壤地段。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地表水是柽柳群落繁衍的关键， 

地下水是柽柳群落生存的命脉。柽柳在获得水分的 

同时．必须能忍受盐渍化的土壤环境。这样，在长期 

的系统进化与自然选择过程L}J，柽柳属植物逐渐形 

成了其独特的耐盐、适盐的生理机制，而在盐渍土环 

境中生存发展，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分布于 

具有浅层地下水的盐渍化土壤上的现代分布格局。 

至于那些“无需稳定地表水与地下水柽柳群落亦能 

繁衍更新的观点”【5 j，仅来源于在沙漠中局部地段 

的暂时观察，是站不住脚的。 

4．2 柽柳群落的内在关联性 

从表4可以看出．以群落物种组成相似性而言， 

柽柳群落 9种生态类型问的相似性普遍不高。这表 

明新疆柽柳属植物分布广，立地的生态条件差异大， 

造成群落的物种组成差异也较大。但这并不排除某 

些群落类型问的相似性依然较高。例如群落类型 5 

和 9的相似性较高(见表 5和图 2)。这两种群落多 

分布于低洼地的盐渍化土壤上，有时盐渍化强烈，群 

落多由典型盐生植物构成。二者问差别在于潜水埋 

深的不同，当群落类型5所处地段潜水位下降，土壤 

盐分逐渐累积，即向类型 9转化。又如，群落类型 2 

和 7的相似性较高，原因在于二者所处的地形地貌 

有联系。因为这两种群落皆分布于河流两岸，群落 

物种组成相似，主要差别在于土壤水分条件不同，当 

河流改道或水流逐渐消失在沙漠中时，土壤含水量 

下降，潜水位下降，群落类型 2逐渐向类型 7转化。 

再如．群落类型 3和 8处在相同的地形地貌段，当河 

流消失后潜水位下降，前者 向后者演替，反之亦可 

能。群落类型 1和 6处在树状图的最外层，表明二 

者与其他群落类型的差异较大，无法归为一类。群 

落类型 1处在河流出山口，海拔较高，土壤发育较 

弱，基质以砂石为主，不发生盐渍化。群落中物种以 

喜水而不耐盐碱的成分为主，与其他群落物种组成 

差异较大。群落类型 6则处在沙漠腹地，土壤机械 

组成以砂为主，地表组成物质大部分为疏松的砂粒， 

不断地处在吹蚀、搬运和堆积作用交替进行的过程 

中，群落中物种以沙生耐旱的成分为主，与其他群落 

物种组成差异也较大。总体来看，由于地形地貌和 

土壤水分条件的不同，造就了新疆柽柳群落多种多 

样的表现型，各种群落类型因水分条件的变化而相 

互演替，从而表现出内在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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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on the Sim ilarity 

of the Tamarix Communities in Xinjiang 

YANG W eikang ZHANG Daoyuan YIN I．inke ZHANG I．iyun 

(XinjiangInstitute ofEcology andGeography，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community types of Tamarise spp．in Xinjiang are investigated 

and researched．The distribution maps of the Talllarise communities in Xinjiang are charted based on the prede 

cessors’achievements．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Xinj iang surface water is the key of multiplying the Tamal—i：c 

communities and groundwater is the lifeblood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Tailia1· communities，SO water reS()urces 

including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are the key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modern geographical distribu— 

tion of Tama~‘ -丁communities．The Tama~‘Dc communities are classified into 9 ecological types based on the envi— 

ronmental features，such as the topographical and morphological conditions，soil types and the landscape of the 

Tama~‘iac communities．Cluster analysis is used tO research the similarity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various 

Tamarbc communitie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ion of the TamarDc communitie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Tama~‘ -丁spp．，distribution，cluster analysis，community similarity，community suc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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