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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内蒙古科尔沁地区沙漠化过程中物种多样性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依据植 

物种在各类型沙漠化土地的出现颠率和不同沙摸化阶段各生活型植物种的组成。探讨了 

沙漠化过程中植物种绝灭和定居特点．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表明，沙摸化过程是一个韧种 

多样性衰减的过程．抄漠化首先导致特有种的绝灭，其次为稀有种和普通种．从植物的生 

活型来看，多年生草本和灌木类植物受抄漠化影响最大，而1年生草本和半灌木类植物可 

存活于沙漠化过程各个阶段．在抄摸化过程中植物种的绝灭速率大于定居速率． 

S【ien c s，AHzona State University U est rPhoenix．USA)．一Chin．d．Appl Ef ．．8(2)：l51～ 

156． 

This paper analyes the changing characte ristics of species diversity du ring the process of 

desertificafion in Kerqin 1Inner Mongolia．Based on the frequency of species occurrence and 

the Ii re—form composition of spec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sertiffeation．the characteris— 

tics of species co]onizatlon and extinction are discussed．The species diversity indices show 

that desertification is a process of biodiversity loss．In pa rticular，specialized species are 

wipped out first，rRre species vanish second and COl~[Don species begin tO disappear． 

Change in life—form composition indicates that perennial herbaceous and scrubby plants 

are severely affected by desertificafion．whereas annuals and semi—shrub species Occur at 

aft stages of desertificatlon The extinction rate of plants in this area is higher than their 

colon~zatioo rate． 

Key words Species diversity，Species diversity index．Species richness．Desen fication． 

Kerqln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1 引 言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及其所在生态复 

合体的种类、结构与功能方面的丰富度和 

相互问的差异性 ．它包括 4个层次：遗 

传多样性、种多样性、居住地多样性和景观 

多样性 ““．由于 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物 

种和基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生物学家尚 

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对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做出估价．因此，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多 

局限于物种多样性_] 。 ．有关抄漠化与生 

物多样性问题在国内已有报道．主要集中 

在对土壤微生物和植物种组成特点等方 

面 ‘ 。．本文用植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和 

植物种侵人、绝灭动态分析的方法，对沙漠 

化过程中的植物种多样性变化特征进行探 

讨，旨在揭示物种水平上沙漠化对生物多 

样 性影响的特点．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 1 研究匠概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601020)和中国科学院留学 

回国^员择优支持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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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区位于科 尔沁沙地 南部r介于 120 19。 

4O”～ 12r31 44“E．42。14 10 ～43 32 20"N．属 温 

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类型．地带性土壤为沙质栗 

钙土，在风的作用下退化为风沙土．该区地貌类 

型以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半流动沙丘、流动沙 

丘和甸子地相间分布为特征 整个植被景观为草 

本、灌木和乔木镶嵌体． ． 

2．2 研究方法 

经典的沙漠化程度划分成4十阶段：潜在沙 

漠化阶段 (固定沙丘)、正在发展中抄漠化阶段 

(半固定沙丘j 强烈发展中沙漠化阶段(半流动 

沙丘)和严重沙漠化阶段(流动沙丘) ．本文将依 

据上述划分标准．对研究区沙漠化土地进行划 

分．分别在各类型中用样方法测定其植物种组 

成、盖度和生物量等 样方面积为 1 mx1 m，共调 

查了43个样方．其 中固定沙丘 l3个 r半固定抄丘 

11个，半流动沙丘 10个 ，流动沙丘 9个 所有调 

查中出现的植物种按其生活型和 出现频率分为 

两大类来进行物种多样性分析 其中生活型划分 

为 ：1年生草本植物(A 、多年生草本植物(B)．半 

灌木类植物tc)和灌木类植物cD)共 4种．按植物 

种在各沙漠化所段出现的频率划分为：特有种． 

只在 1种生境中出现；稀有种 在 2种生境中出 

现；普通种，在 3种生境中出现；共有种r在所有 

生境中出现． 

有关物种多样性的测定在不少 的文献中已 

论述过 。 ‘”。 ．尤其在理论上存在着许多物种 

多样性指数．但多不实用或很少被使用 ．而最为 

广 泛 应 用 的 主 要 有 Shannon—Wiener指 数 和 

Simpson指数： 

H 一 > 一P．LnP． (P．一嘶／N) (1) 

式(1)中H 为Shannon—Wiener指数 为第 i个 

种的个体数目．Ⅳ为群落中所有个体数总和 

D--1／∑P．： (2j 

式(2)中D为 Simpson指数．P，定义同前． 

这 2十指数的优点在于它们同时考虑了种 

数和各十种的相对多度 当各个种的十体数 目相 

等时．种数越多 H 和 D值越大；而种数相等时， 

种间的均匀度(evc-nnes s)越高rH 和 D值越高． 

在实际应用中Shannon-Wiener和 Simpson指数 

中的 rt或 还可 是其它参数(如生物量、盖度 

等j在本文的研究中P．用各干种的重要值来带 

P．一 0．3333( ／C+ F，／F一 且／B J(3) 

替．其 中．C．、F．和 B．分别是每一沙漠化阶段样方 ’ 

调查中的第 i个种的平均盖度 、出现频率和平均 

生物量：c、F和 占分别是每一沙漠化阶段样方调 

查中的总平均盖度 样方总数和总平均生物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沙漠化过程中植物种多样性特征 

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单位．没 

有它们其它的组分将不会存在_1 ．研究表 

明，植物群落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是动 

物、微生物群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 

杂的过程 ．因此，在一个生态类型中．植 

物中的丰富度是决定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 

重要园子．研究植物种丰富度是生物多样 

性研究中的基础． 

从表 1可以看出 不同沙漠化阶段植 

物种丰富度差异很大．在潜在沙漠化阶段 

(固定沙丘)植物种丰富度最高为25种．其 

中特有种也最多，有 10个种．正在发展中 

沙漠化阶段(半固定沙丘)植物种丰富度有 

所下降，为l9种，特有种也减少到 3个种． 

在强烈发展沙漠化阶段(半流动沙丘)植物 

种丰富度进一步减少，为 9个种，当发展 

到沙漠化的顶极严重沙漠化阶段时．植物 

种丰富度仅 3个种．在这后 2个时期无特 

有种出现． 

从物种多样性指数来看．无论是 Ⅳ 还 

是 D，从固定沙丘到流动沙丘．种多样性指 

数依次减少．就 Shannon Wiener指数而 

言，从潜在沙漠化阶段到严重沙漠化阶段 

这一沙漠化过程中，物种多样性指数 由大 

变小．从 2．79减少到 0．9g；与 Ⅳ 变化情 

况相比较．Simpson指数的变化则比较大， 

在上述过程中由1 2．59减少到 2．42．Ⅳ 和 

D的变化还显示，从固定沙丘阶段到流动 

沙丘阶段．半固定沙丘阶段是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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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沙丘 Dt fmB san奸 duncIFt簸辜类型 Fr~：luenc,vtype，Iv．重l婪值|mportant value,A．一年生草本植物 Annua1．B 
多年生草奉檀绚 Perennial，C．半灌木类植物 Scmlscrub-D 灌木类植物 sc兀】b|* 普通种 Commoti speclcs，4-稀有种 

Rare Species，#．特有种Specialized species．V 共有种 General spccles．下同 The即me below．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半固定沙丘到半流 从特有种、稀有种、普通种和共有种在 

动沙丘这一过程是整个沙漠化过程中物种 

多样性丧失最快的时期，H 和D的变化在 

整个过程中最大(表 2)，Ⅳ从 2．69减少到 

1．88；而 D 的变化则更大，由 l2．o2减少 

． 至 5．68 

寰2 不同沙丘粪誊【檀糯种多样性指数 
Table 2 Specles dlvccvlty Indl~~l at dff[ereni slag~i of 

dcserflficalioⅡ 

裹 3 不同沙丘类型植物种出现频率特点 
]'able 3 Frequency species oceurrcn~ ai dl[ferent slag~ desertificatio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54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8卷 

各沙漠化阶段的物种多样性来看(表 3)， 

H 和 D的变化表明，特有种在固定沙丘中 

占主导地位．D和 H 最高分别为 5，0327 

和 1．9044；在半固定沙丘阶段稀有种的物 

种多样性指数最高．D和 H 分别为6．7027 

和 2．0256；而在半流动沙丘和流动沙丘 

中，D和 H 的最高值分别是普遍种和共有 

种，其中在半流动沙丘中普通种的 D和 H 

为 4．5641和 1．5424，流动沙丘中共有种 

的 D和 H 为 1．7001和 0．6022． 

在不同的沙漠化阶段．按植物种生活 

型计算的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见表 4)． 

在不同的沙漠化阶段中．植物种多样性都 

以一年生草本为最高．其中在潜在沙漠化 

阶段和正在发展沙漠化阶段中，依据生活 

型所计算的 H和 D表明．1年生草本以物 

种多样性最高，其次为多年生草本．而半灌 

木类和灌木类植物则为最低． 

3．2 沙漠化过程中植物种定居和绝灭特 

征 

物种的定居(或迁移)和绝灭是决定物 

种多样性的关键因数。 ‘．从不同沙漠化 

过程的物种定居和绝灭的植物种数来看． 

由潜在沙漠化阶段到正在发展中沙漠化阶 

段这一过程，共有 lO个种灭绝．这 lO个种 

按 出现频率类型划分都为特有种(见表 

1)．按生活型化分为：1年生草本 5个种， 

田旋 花 (Convolvulus“ ensis)、益 母 草 

(Leonurus japonica)、沙葱(Album biden 

f口f Ⅲ)、沙茴香(Peacedantml rigidum)和 

硬阿威(Ferula bungeana)；多年生草本 3 

个种．达乌里胡枝子(Lespedeza davuri 

f＆)、糙隐子草 (Cleistogenes g rr0 口)和 

赖草(Leymus secalinus)；半灌木类植物 1 

个种，冷蒿(Atemisia igida)；灌木类植 

物 1个种东北针枝蓼 (Atraphazis - 

shurica)．在此同时，也有 4个新种侵入，其 

中特有种 3个．稀有种 1个．按生活型划分 

为：1年生草本 2个种，小狼毒(Euphobia 

esula)和鹤虱(Lappula myosotis)；多年生 

草本 1个种，白草(Pennisetum centrasia 

ticum)；半 灌 木 类 植 物 1个 种．杠 柳 

(Periploca sepium)． 

从正在发展沙漠化阶段到强烈发展沙 

漠化阶段，有 11个植物种绝灭，包括 3个 

特有种和 8个稀有种．按生活型划分为：1 

年生草本 9个种，有五星蒿(Bassia dasy- 

phylla)、地锦(Euphobia humifusa)、虫实 

(Corispermum mongolicum)、画眉草(Era 

grostis pilosa)、黄蒿 (̂ ．scoparia)、尖头叶 

黎 (Chenop iu f acuminatum)、栊 牛 儿 

苗(Erodium,gtephanianum)、小狼毒和鹤 

虱；多年生草本 1个种．扁蓿豆(Mellissitus 

rtcthenicus)．半灌木类植物 1个种．杠柳． 

而在这一过程中侵人种仅为沙米(Agrio~ 

phllum squarrosttm)1种 ． 

从强烈发展沙漠化阶段到严重沙漠化 

阶段这一过程．植物种绝灭 6个，其中稀有 

种 1个白草，普通种 5个，分别为猪毛菜 

(Salsola cotlina)、地梢瓜(Cynanchum the 

sioides)、马唐(Digitaria citiaris)、细叶苦 

卖 菜 ([yetis ckinensis)和 小 叶 锦 鸡 儿 

(Caragana microphylla)．按生话型分类为 

1年生草本 4个种，多年生草本 1个种，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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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类植物 1个种．这一过程无任何新种侵 

人 ．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植物种丰富度 

随沙漠化过程加剧而降低，到严重沙漠化 

阶段时大部分植物种绝灭，只有很少几个 

种可以残存．沙漠化过程是一个物种绝灭 

的过程一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新 

种侵入． 

此外，研究结果表明，沙漠化发展过程 

也是一个物种多样性衰减的过程．在沙漠 

化的初级阶段，即从潜在沙漠化阶段到正 

在发展沙漠化阶段，是一个特有种衰退的 

时期，它在生境中的主导地位被稀有种所 

代替．在沙漠化发展的中期．即从正在发展 

沙漠化阶段到强烈发展沙漠化阶段，是稀 

有种消亡的过程一其在生境中的优势被普 

通种代替．在沙漠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即从 

强烈发展沙漠化阶段到严重沙漠化阶段． 

是普通种衰退的时期，它在生境中的优势 

逐渐被共有种所代替．概括地说．沙漠化的 

发展首先直接威胁那些对生境选择极强的 

种(特有种)．其次为稀有种和普通种．共同 

种 在研 究区 中只有差不 嘎蒿 (Atemisi~ 

halodendron)和狗尾草(Staria viridis)，它 

们在研究区各类型沙漠化土地中都出现． 

并扮演着沙漠化发展过程中“缓冲种”的角 

色 ． 

4 结 语 

I起生物多样性衰减的原因可分为4 

类：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生境的毁灭、破碎 

化、污染和退化；人类对动、植物的过度捕 

杀和采伐．外源物种的侵入和次生绝灭效 

应_l 一．从科尔沁沙地的沙漠化发生机 

制来看_]一．引起该区域生物多样性衰减的 

主要原因为第一种．即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引起的自然环境退化．亦即“滥开荒、滥砍 

伐、滥放牧”造成科尔沁草原的沙漠化和生 

物多样性的降低． 

沙漠化的发展首先直接影响特有种 

(见表 1、3)，其次为稀有种．所以从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在科尔沁地区制定 

草场管理与保护措施时，首先必须强调潜 

在沙漠化土地(固定沙丘)和正在发展沙漠 

化土地(半固定沙丘)的管理与保护．因为 

在这两种生境中包括了 13个特有种和 9 

个稀有种．而不是习惯地在某一地区已经 

发展到强烈沙漠化阶段(半流动沙丘)和严 

重沙漠化阶段(流动沙丘)才着手进行治理 

保护．尽管有关研究表明．在该地区围封 

保护 3～5 a之后，植被盖度就有显著提 

高．并使流沙得到固定口]．但无论怎样经 

干扰后的生态系统不可能恢复到干扰前的 

状况_l。．特别是对于一些根茎型的多年生 

草本植物和灌木粪植物，如赖草、东北针枝 

蓼等．事实上沙漠化的发展最直接、最明显 

的影响也是对多年生的植物种(包括灌木、 

半灌木和多年生草本)．从表 1可以看出， 

在潜在沙漠化阶段原有的 4个多年生草 

本、2个半灌木种和 2个灌木种，到正在发 

展沙漠化阶段就有 5个种绝灭(表 5)，绝 

灭率高达 63 ．而同期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绝灭率仅为 29 ．植物的生活型分析结果 

也表明，1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最高， 

是该区物种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表 4)． 

从调查的空间尺度来看，本文所研究 

的区域不超过 1 5 km ，所有的沙漠化土地 

类型都在该区域内，即本文所指的绝灭是 

局部绝灭．就大尺度而言．由于人为干扰而 

引起沙地景观破碎化、异质化，从而使沙地 

环境多样化，这一过程无疑造成局部区域 

的生物多样性衰减．但同时在大尺度框架 

内也有新种产生．如在半固定沙丘中的特 

有种杠柳和流动沙丘上的沙米等．但是．在 

这里仍要强调的是保护，因为在沙漠化过 

程中种的绝灭数远远大于种的定居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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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不能因小利而失大局． 9 

就科尔沁沙地的合理利用和保护问题 

而言，要兼顾两个方面．第一，要有一定的 10 

保护地，作为生物多样性种源的“大陆岛” 

严格保护，即原地保护途径 “．保护地的 “ 

选择应以潜在沙漠化土地和正在发展沙漠 

化土地为主．因为两种生境拥有的植物种 

丰富度为 29种，在所有调查样方中出现的 ． 

3o种植物．仅未包含沙米．第二．要合理利 

用，即实行科学的放牧管理制度．包括划区 ～ 

轮牧、保护地放牧(在冬春季节保护地定时 

开放，减缓放牧草场压力)．这样既可防止 一 

草场过度放牧．又可使保护地的生境多样 15 

化，因为适 当干扰 可增加景 观 的异质 

性 1 ，进而增加保护地物种的丰富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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