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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２０周年之际，划分新疆天山云杉林群落类型，定量分析天山云杉林群落分布
格局与环境及采伐干扰因子之间的关系，为新疆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森林资源恢复评价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以新疆典型天山云杉森林群落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样方调查，采用双向指示种法（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对天山云杉
林群落进行群落划分，采用冗余分析（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ＤＡ）方法对其群落类型进行排序，定量分析森林群
落分布格局与环境因子和采伐干扰因子的关系。［结果］（１）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将４７个森林群落调查样方划分为１４个
群落类型；（２）ＲＤＡ排序结果表明海拔、坡度环境因子及森林采伐干扰因子是影响天山云杉群落格局的主要环
境因素；（３）因子分离显示出环境变量对森林群落格局解释率达３３．９％，采伐强度对森林群落格局解释率占
５％，两者共同解释率为１７．９％，未解释的部分占４３．２％。未能解释的部分主要包括群落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
他干扰等因素造成。［结论］新疆典型天山云杉林林区新疆农业大学实习林场有１４个森林群落类型，其分布格
局受环境因子和采伐干扰因子的共同控制，并且二者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森林采伐干扰的强弱是新疆天山云

杉林可持续经营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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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群落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
植物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１］。长期以来，许

多生态学家都在不断探索影响植物群落分布及其多

样性的因素［２］，从地区尺度甚至是全球尺度来说，这

些影响主要表现在气候和地貌的差异上，而从局部

尺度来说，地形因素和土壤条件差异则占据着主导

地位。因此，不同气候、地貌、地形、土壤等环境因素

必然导致植物群落在组成、外貌和结构上的分异［３］。

然而，植物群落的分布不仅和环境因子有着密切联

系，还与人为干扰（采伐、放牧）和火干扰等因素有

关［４－５］。其中，森林采伐可以改善林分结构、有利于

幼苗的天然更新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变化［６－７］，对群

落分布格局和物种组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此同

时，许多研究表明不论是环境因子还是干扰因子对

群落的影响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８－９］。以往研究

中，定量分析环境因子和采伐强度因子对群落分布

格局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Ｂｏｒｃａｒｄ等借助典范对

应分析的排序方法，设计了一套分离环境变量和空

间变量对物种多度变量影响的方法，结果使各个因

子对群落物种格局的相对贡献得到了定量的表

达［１０］，从而为群落分布格局及环境解释提供了有效

的技术方法。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部，区域降水量小、森林植被

稀少，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土地荒漠化、干旱洪涝等

自然灾害频繁［１１］。天山云杉（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
ｐｒ．）作为新疆特有种，是新疆山地森林中分布最广、
蓄积量最大、用途最多的森林生态树种，更是构成新

疆山区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山地森林水源涵养

和水土保持等功能的发挥和维护上起着主导作用，

对新疆绿洲灌溉农业、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重大意

义［１２－１３］。在上世纪中后期，由于过度采伐，导致天

然林资源过度消耗，从而使生态环境恶化严重。为

此，我国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一系列促进林

业发展的生态工程。１９９８年新疆开始实施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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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程，至今已有２０年，天保工程区森林资源得
以休养生息。以往对天山云杉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群落分布格局、林龄结构、化感作用、群落物种组成

及幼苗更新［１４－１８］等方面。而对天山云杉林群落分

布格局及环境解释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采用双向

指示种分析法（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和冗余分析（ＲＤＡ）方
法对天山云杉林群落进行分类和排序，旨在揭示天

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新疆天山云杉林群落分布格

局与环境及采伐干扰因子之间的定量关系，以期为

新疆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森林资源恢复评价提供

参考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新疆农业大学实习林场，区域位于新

疆天山中段的典型中山带，地处天山北麓乌鲁木齐

西南方向１１０ｋｍ，头屯河上游，位于８６°４６′ ８６°５７′
Ｅ，４３°１６′ ４３°２６′Ｎ。实习林场东西长１５ｋｍ，南北
长１７．５ｋｍ。林场所辖林区总面积１００４７ｈｍ２，其中
林业用地面积 ６２６９ｈｍ２。林区全年降水量达 ５００
ｍｍ以上，５—８月为集中降雨期，其降水量约占全年
降水的６０％以上。年平均温度３℃，７月份最高温度
为１５℃左右，１月最低温度为－１０℃左右；年日照大
于１３００ｈ，无霜期１４０ｄ。地势南高北低，地形切割
较为剧烈，坡度多在１０° ４０°。森林主要分布在北、
东北和西北坡，以草类、藓类、天山云杉纯林为主，林

下土壤为普通灰褐色森林土，林下代表性植物有：羊

角芹（Ａｅｇ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ｐｅｓｔｒｅＬｄｂ．）、森林草莓（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ｖｅａｃａＬ．）、短距凤仙（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Ｌ．）、北方
拉拉藤（ＧａｌｉｕｍｂｏｒｅａｌｅＬｉｎｎ）、

#

穗苔草（Ｃａｒｅｘｍｅｌ
ａ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ｕｒｃｚ．ｅｘＢｅｓｓ）、天蓝岩菊 （Ｃｉｃｅｒｂｉｔａ
ａｚｕｒｅａ（Ｌｄｂ．）Ｂｅａｕｒ）、紫苞鸾尾（Ｉｒｉｓ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Ｋｅｒ
Ｇａｗｌ）、篇蓄（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Ｌ．）等［１９］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调查

２０１７年７—８月，参考新疆农业大学实习林场
历史时期采伐设计资料，在不同地形条件区域选取

４７个３０ｍ×３０ｍ的典型样方进行植物群落调查，
样方边界距离林缘１５ｍ以上。在每一个样方内分
别在上、中、下三个坡位中心位置设置１ｍ×１ｍ的
草本样方和土壤采样点。

利用 ＧＰＳ采集每个样方的地理坐标、海拔，用
罗盘仪记录坡度、坡位、坡向，用一步一抬头的测量

方法测定郁闭度，对乔木进行每木检尺，记录其树

高、胸径，用每株调查法调查所有草本种类、数量、高

度、冠幅。由于天山云杉林灌木层不发达，种类和数

量都比较小，故将小灌木和草本植物合并调查。土

壤样品采集用１００ｃｍ３的土壤环刀，按０ １０ｃｍ、
１０ ２５ｃｍ、２５ ７５ｃｍ的土壤深度分层取样，用烘
干称质量法计算出土壤含水量、土壤密度等指标。

２．２　数据分析
２．２．１　重要值的计算　采用重要值（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ＩＶ）作为每种植物在群落中的优势度指标，表
示不同植物在群落中的功能地位，反映其在群落中

的分布格局状况，具体计算公式为［２０］：

乔木重要值 ＝（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 ＋
相对优势度）／３００ （１）

灌草重要值 ＝（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 ＋
相对盖度）／３００ （２）

２．２．２　分类与排序　对天山云杉林植被分类和排
序采用优势种的重要值与样方组成的矩阵作为基础

数进行计算。共计调查样方数量４７个，植物种类６８
种，最终得到４７×６８的样方－植物种的原始数据矩
阵。环境数据包括８个环境因子（海拔、坡度、坡向、
坡位、ｐＨ值、土壤含水量、郁闭度），组成４７×８的
样方－环境因子矩阵用于植被数量分类和排序。

应用双向指示种分析ＴＷＩＮＳＰＡＮ（Ｔｗｏｗａｙ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对植物群落进行分类，划
分出天山云杉林的植物群落类型，对群落首先进行

除趋势对应分析 ＤＣＡ（Ｄｅｔｒｅｎｄｅ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排序，得到 ＤＣＡ排序的第一轴梯度长度为
２．４４８，小于３（当第１轴梯度长度的值大于４．０时，
应选单峰模型；在３．０ ４．０之间，选单峰和线性模
型均可；若小于 ３．０，则选线性模型）［２１］。因此，选
用冗余分析 ＲＤＡ（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对群落
进行排序，研究群落分布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根据ＲＤＡ排序结果，运用Ｂｏｒｃａｒｄ等提出的分离
变量方法，分离环境因子、采伐强度因子及环境因子

和采伐强度交互作用对群落分布格局的影响，步骤如

下：（１）环境因子约束下物种多度的冗余分析；（２）采
伐强度因子约束下物种多度的冗余分析；（３）去除环
境因子后采伐强度对物种多度的分析；（４）去除采伐
强度后环境因子对物种多度的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分类

依据《中国植被》的分类原则，结合野外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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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以重要值为分类依据，对天山中部的天山云杉

林４７个样方进行 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分类，将４７个样方划分
成１４个群落类型（见图１）。群落的命名主要依据
各层的优势种［２２］和划分的指示种作为群落划分结

果的名称。结果如下：

图１　天山云杉林群落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分类树状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ＷＩＮＳＰ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群落Ｉ天山云杉＋平车前－阿特曼忍冬＋天山
羽衣草（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ｐｒ．＋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ｄ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ａｌｔｍａｎｎｉＲｇｌ．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ｌａｔｉａｎ
ｓｃｈａｎａｎｉｃａＪｕｚ），包括样方２２、２４、３１和３２，主要分布
于海拔２０９１ ２３４０ｍ。乔木层以天山云杉为主，
郁闭度为０．３５ ０．４５。灌木较少，只有几株阿特曼
忍冬和小斑叶兰（Ｇｏｏｄｙｅｒａｒｅｐｅｎｓ（Ｌ．）Ｒ．Ｂｒ），草
本以高山羊角芹、天蓝岩菊、天山羽衣草等为主，盖

度为５０％ ６６％。
群落ＩＩ天山云杉－天山羽衣草－翻白繁缕（Ｐｉ

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ｐｒ．Ａｌｃｈｅｍｉｌ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ａｎｉｃａＷｉｌｌｄ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Ｔｕｒｃｚ），包括样方３、１４、１５、１７，主
要分布于海拔２１９７ ２４１０ｍ。乔木层主要以天山
云杉为主，郁闭度为０．１７ ０．７６。草本主要有线叶
蒿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ｌｉａ（Ｌ．）Ｒ．Ｂｒ）、天山羽衣草、
珠芽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Ｌ．）等，盖度为６７％。

群落 ＩＩＩ天山云杉 ＋珠芽蓼（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Ｒｕｐｒ．＋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Ｌ．），包括样方 ９和
１１，主要分布于海拔２２３１ ２２３６ｍ。乔木层以天
山云杉为主，郁闭度在０．６２ ０．９３之间。草本主
要以高山羊角芹、珠芽蓼、白花车轴草（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ｅ
ｐｅｎｓＬ．）等为主，盖度为６７．５％。

群落 ＩＶ天山云杉 ＋准葛尔繁缕（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
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ｐｒ．＋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ｓｏｏｎｇａｒｉｃａＲｏｓｈｅｖ），包括样
方１６、２５、２６、２７、２９、３０、３４和 ３５，主要分布于海拔

２２００ ２２９５ｍ。乔木层以天山云杉为主，郁闭度为
０．２９ ０．６１。灌木有几株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ｆｌｏｒｉｄａ
Ｔｈｕｎｂ）零星分布。草本主要以高山羊角芹、天山羽
衣草、准葛尔繁缕等为主，少量黑穗苔草、珠芽蓼等，

盖度为５６％。
群落 Ｖ天山云杉＋问荆（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

ｐｒ．＋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ａｒｖｅｎｓｅＬ），包括样方７和３３，分布于
海拔２２５１ ２４０９ｍ。乔木层以天山云杉为主，郁
闭度为０．３８ ０．７２。草本层以天蓝岩菊、高山羊角
芹、黑穗苔草等为主，伴有蕨类问荆，盖度为６０％。

群落 ＶＩ天山云杉 ＋蒲公英（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Ｒｕｐｒ．＋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Ｗｉｇｇ），包括样方 ４、５、
２８，分布于海拔２２５４ ２４２１ｍ。乔木层以天山云
杉为主，郁闭度为０．２１ ０．５４。草本主要以天蓝岩
菊、高山羊角芹、蒲公英等，伴有少量多榔菊（Ｄｏｒｏｎｉ
ｃｕｍａｌｔａｉｃｕｍＺ．Ｘ．Ａｎ），草本盖度为７５％。

群落ＶＩＩ天山云杉 ＋线叶蒿草 －蒲公英（Ｐｉｃｅａ
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ｐｒ．＋Ｋｏｂｒｅｓ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ｌｉａ（Ｌ．）Ｒ．Ｂｒ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Ｗｉｇｇ），包括样方 １、２、２０，分布
于海拔２０５９ ２２３５ｍ。乔木层以天山云杉为主，
郁闭度为０．２５ ０．８９。草本主要以黑穗苔草、白花
车轴草、翻白繁缕，伴有少量中亚假龙胆（Ｇｅｎｔｉａｎｅｌｌａ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ｏｒｕｍ（Ｇａｎｄ．）Ｍａ）、长腺小米草（Ｅｕｐｈｒａｓｉａ
ｈｉｒｔｅｌｌａＪｏｒｄ．ｅｘＲｅｕｔｅｒ），盖度为８８％。

群落ＶＩＩＩ天山云杉 ＋白花车轴草（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
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ｐｒ．＋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ｅｐｅｎｓＬ．），包括样方８、１９、
２１，分布于海拔２０５５ ２２１１ｍ。乔木层以天山云
杉为主，郁闭度为０．４３ ０．６０。草本主要以白花车
轴草、高山羊角芹为主，伴有少量厚叶美花草（Ｃａｌｌｉ
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ａｌａｔａｖｉｃｕｍＦｒｅｙｎ）、老芒麦（Ｅｌｙｍｕｓ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鸢尾等，盖度８３．５％。

群落 ＩＸ天山云杉 ＋凤仙花（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Ｒｕｐｒ．＋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Ｌ．），包括样方６、１０、１２、
１３，分布于海拔２１８６ ２４２９ｍ。乔木层以天山云
杉为主，郁闭度为０．２１ ０．６４。草本主要以天蓝岩
菊、高山羊角芹，伴有凤仙花、山黧豆（Ｌａｔｈｙｒｕｓｑｕｉｎ
ｑｕｅｎｅｒｖｉｕｓ（Ｍｉｑ．）Ｌｉｔｖ）、垂穗披碱草（Ｅｌｙｍｕｓｎｕｔａｎｓ
Ｇｒｉｓｅｂ）等，草本盖度８３％。

群落Ｘ天山云杉＋山地糙苏（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Ｒｕｐｒ．＋ＰｈｌｏｍｉｓｏｒｅｏｐｈｉｌａＫａｒ．ｅｔＫｉｒ），包括样方２３、
４４、４６，分布于海拔１７９８ ２０４０ｍ。乔木层以天山
云杉为主，郁闭度为０．４０ ０．８６。灌木很少，有几
株铁线莲、库页岛悬钩子（ＲｕｂｕｓｓａｃｈａｌｉｎｅｓｉｓＬｅｖ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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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斑叶兰。草本以高山羊角芹、老芒麦、山地糙苏等

为主，伴有少量小花柳叶菜（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Ｓｃｈｒｅｂｅｒ）、鸢尾，盖度为６５％。

群落ＸＩ天山云杉＋鸢尾（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
ｐｒ．＋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包括样方３８、４０、４５，分布
于海拔１８４７ ２０１２ｍ。乔木层以天山云杉为主，
郁闭度为０．３３ ０．３８。灌木有少量的铁线莲、库页
岛悬钩子、小斑叶兰、疏花蔷薇（ＲｏｓａｌａｘａＲｅｔｚ）、阿
特曼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ａｌｔｍａｎｎｉＲｇｌ．ｅｔＳｃｈｍａｌｈ）。草本
以高山羊角芹、鸢尾、老芒麦为主，伴有少量新疆黄

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ｒｏｓｅｕｍ（Ｌｄｂ．）Ｋｕｒｔｈ）、直立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ｒｅｃｔｕｍＴｒａｕｔｖ）等，盖度为７０％。

群落ＸＩＩ天山云杉＋黑花苔草（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
ｃａＲｕｐｒ．＋ＣａｒｅｘｍｅｌａｎａｔｈａＣ．Ａ．Ｍｅｙ），包括样方
３７、３９，分布于海拔１８９４ ２０２１ｍ。乔木层以天山
云杉为主，郁闭度为０．２７ ０．６２。灌木有少量阿特
曼忍冬、铁线莲。草本以高山羊角芹、天蓝岩菊为

主，伴有黑花苔草、山地糙苏、北方拉拉藤等，盖度为

６５％ ６７％。
群落ＸＩＩＩ天山云杉＋天山桦＋新疆党参－珠芽

蓼（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ｐｒ．＋Ｂｅｔｕｌ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
ｐｒ＋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ｃｌｅｍａｔｉｄｅａ（Ｓｃｈｒｅｎｋ）ＣｌａｒｋｅＰｏｌｙｇｏ
ｎｕｍ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Ｌ．），包括样方３６、４１、４２、４７，分布于
海拔１７９４ ２０２７ｍ。乔木层以天山云杉为主，伴
有少量天山桦，郁闭度为０．３９ ０．８２。灌木有少量
阿特曼忍冬、铁线莲、疏花蔷薇。草本以高山羊角

芹、鸢尾、天蓝岩菊为主，伴有苔草、新疆党参、车前

草、天山卷耳（Ｃｅｒａｓｔｉｕｍ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ｕｍＳｃｈｉｓｃｈｋ）等，
草本盖度为６４％ ７５％。

群落ＸＩＶ天山云杉＋水杨梅（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Ｒｕｐｒ．＋ＡｄｉｎａｒｕｂｅｌｌａＪａｃｑ），包括样方１８、４３，分布于
海拔１８４４ ２０１７ｍ。乔木层以天山云杉为主，郁
闭度为０．３９ ０．８２。灌木有少量水杨梅、铁线莲、
库页岛悬钩子、疏花蔷薇。草本以高山羊角芹、老芒

麦、北方拉拉藤，伴有少量假报春、杂景天（Ｓｅｄｕｍ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Ｌ．）、山黧豆、裂叶毛茛（Ｈａｌｅｒｐｅｓｔｅｓ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
Ｍａｘｉｍ．）、暗紫耧斗菜（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ａｔｒｏｖｉｎｏｓａＰｏｐｏｖｅｘ
Ｇａｍａｊｕｎ．）、叉繁缕（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Ｌ．）、翻白繁
缕等，盖度为８３％。

表１　天山云杉林群落及环境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群落Ｎｏ． 海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ｍ 坡度Ｓｌｏｐｅ／° 坡位Ｓｌｏ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郁闭度Ｃｒｏｗ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 ２０９１ ２３４０ ７ ２４ 上、中坡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３６ ０．４５
ＩＩ ２１９７ ２４１０ ９ １５ 上、中坡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１７ ０．７６
ＩＩＩ ２２３１ ２２３６ ２６ ２７ 上、中坡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６２ ０．９３
ＩＶ ２２００ ２２９５ １０ １５ 上、中坡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２９ ０．６１
Ｖ ２２５１ ２４０９ ９ １３ 上、中坡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３８ ０．７２
ＶＩ ２２５４ ２４２１ １０ １５ 中坡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２１ ０．５４
ＶＩＩ ２０５９ ２２３５ ４ ２３ 中、下坡 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ｌｏｐｅ ０．２５ ０．８９
ＶＩＩＩ ２０５５ ２２１１ １２ ２２ 上、中坡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１７ ０．６０
ＩＸ ２１８６ ２４２９ １４ ３０ 上、中坡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２１ ０．６４
Ｘ １７９８ ２０４０ ２８ ４１ 中、下坡 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ｌｏｐｅ ０．４０ ０．８６
ＸＩ １８４７ ２０１２ ２０ ３７ 上、中、下坡Ｕｐ，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ｌｏｐｅ ０．３３ ０．３８
ＸＩＩ １８９４ ２０２１ ２５ ３２ 上、中坡Ｕｐ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２７ ０．６２
ＸＩＩＩ １７９４ ２０２７ ２８ ３７ 中、下坡 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ｌｏｐｅ ０．４１ ０．６２
ＸＩＶ １８４４ ２０１７ １７ １９ 中坡ｍｉｄｄｌｅｓｌｏｐｅ ０．３９ ０．８２

３．２　森林群落ＲＤＡ排序
以研究区天山云杉林群落的环境因子、采伐强

度因子数据矩阵和物种数据矩阵为依据，对４７个样
方进行冗余分析（ＲＤＡ），根据前两个排序轴建立群
落与影响因子，物种与影响因子的二维排序图。

３．２．１　群落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由表２可见，前
四个排序轴累计解释了物种与环境关系的８８．４％。
其中：第一轴解释了物种与环境关系的６４．９％，说
明第一轴在群落与环境解释中起主导作用。根据蒙

特卡罗检验得到，第一轴和前四轴所代表的环境因

子和物种之间呈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第一轴：Ｆ
＝１２．６９０，Ｐ＝０．００１；前四轴：Ｆ＝２．８５２，Ｐ＝
０００１）。

图２显示了４７个样方在第一轴（ＡＸ１）和第二
轴（ＡＸ２）的分布情况，每个样方在坐标平面的位置
反映了其所在群落的生态学特性。从样方分布情况

来看，与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分类结果基本相符。
综合样方二维排序图（图２）、排序轴与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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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相关性（表３）可知，ＲＤＡ排序第１轴主要反映
了群落与海拔、坡度、采伐强度的关系，其中：海拔与

第１轴成负相关（相关系数－０．８４８９），采伐强度与
第１轴成负相关（相关系数 －０．５６８１），坡度与第１
轴成正相关（相关系数０．７９５７）。在这３个相关因
子中，海拔与第１轴的相关系数最高，且成负相关，
可见第１轴主要反映植物群落随海拔梯度的变化，
即沿ＲＤＡ横轴从左向右，海拔、采伐强度逐渐降低，
坡度逐渐升高。第 ２轴主要反映了群落与采伐强
度、坡位等的关系，采伐强度、坡位、郁闭度与第２轴
成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５１８０、－０．１４７２、
－０．１６３３，海拔、土壤含水量与第２轴成正相关，相

关系数为０．２０８３、０．１３１４。其中采伐强度与第二
轴的相关系数最高，且成负相关，可见第２轴主要反
映植物群落采伐强度的变化，即沿 ＲＤＡ纵轴从下到
上，采伐强度逐渐减小。第３轴主要反映了土壤 ｐＨ
值和采伐强度的变化，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４４８７和
０．２０１５。第４轴主要反映了土壤含水量的变化，相
关系数为０．３４２３。

综上所述，ＲＤＡ排序结果基本印证了 ＴＷＩＮＳ
ＰＡＮ的分类结果，每个群落类型都有各自的分布范
围，群落特征明显。影响研究区天山云杉林群落分

布的主要因子有海拔、坡度、土壤 ＰＨ值、土壤含水
量及森林的采伐强度。

表２　ＲＤＡ排序轴的特征值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ｆｉｒｓｔｆｏｕｒａｘｅｓｏｆＲＤＡ

环境因子与采伐强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ＲＤＡ排序轴Ａｘｅｓ

第一轴 Ａｘｉｓ１ 第二轴 Ａｘｉｓ２ 第三轴 Ａｘｉｓ３ 第四轴 Ａｘｉｓ４
海拔高度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０．８４８９ ０．２０８３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４９０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７９５７ －０．０１９４ ０．１３２５ ０．２０３７

坡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０．１７００ －０．１４７２ －０．１８４４ ０．２７３３

坡向Ａｓｐｅｃｔ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４８２ ０．１３６７ －０．０１７０
土壤含水量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０．５３０７ ０．１３１４ ０．１２３１ ０．３４２３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 －０．０５０９ －０．１６３３ －０．１８３２ －０．１５５８
土壤ｐＨ值 ｐＨｖａｌｕｅ ０．４７３２ ０．１００１ ０．４４８７ －０．２１７６

采伐强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５６８１ －０．５１８０ ０．２０１５ －０．０８９５
　　注：显著相关（Ｐ＜０．０５），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１）

表３　森林群落环境、采伐强度因子与ＲＤＡ排序轴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ｃｕｔ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ＲＤＡ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ｘｅｓｆｏｒ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排序轴Ｓｏｒｔａｘｉｓ 第一轴Ａｘｉｓ１ 第二轴Ａｘｉｓ２ 第三轴Ａｘｉｓ３ 第四轴Ａｘｉｓ４

特征值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０．２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物种－与环境因子相关性
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０．９２８ ０．７５８ ０．７７１ ０．６７２

物种数据累计百分比方差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ａｔａ／％
２５．２ ３０．４ ３２．５ ３４．４

物种－环境关系的累计百分比方差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６４．９ ７８．１ ８３．６ ８８．４

３．２．２　物种与环境因子ＲＤＡ排序　本研究共调查
４７个样方，植物种类共计３３科６５属６８种，筛选出
森林群落的 ３０种主要优势种，将主要优势种进行
ＲＤＡ排序，通过分析物种ＲＤＡ二维排序图（图３）可
知，群落物种分布格局揭示的环境梯度的变化与样

方群落的分布情况基本相同。各群落物种在坐标轴

上的平面位置反映了该物种所适宜的生活环境

条件。

海拔与土壤含水量的箭头几乎重合，位于排序

图第２象限的珠芽蓼、叉繁缕、九层塔、准噶尔繁缕

的箭头与海拔、土壤含水量的箭头夹角较小，且与海

拔、土壤含水量方向相同，说明这些物种适宜生长在

高海拔、湿润的环境中。位于第３象限的蒲公英、长
线小米草、白花车轴草、黑穗苔草等的箭头与群落采

伐强度的箭头夹角较小，且方向相同，说明这些植物

适宜生长在大强度采伐后，具有充足光照的更新林

分中。而高山羊角芹、凤仙花等的箭头与采伐强度、

土壤ＰＨ值的箭头夹角较小，且与采伐强度方向相
反，与土壤ｐＨ值方向相同，说明这些植物主要分布
于采伐强度小、偏碱性土壤的环境下。黑花苔草、线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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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Ｅｌｖｅ：海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ｌｏｐ：坡度Ｓｌｏｐｅ；Ｌｏｃａ：坡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Ｄ：郁

闭度Ｃｒｏｗ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ｔｅ：土壤含水量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ｐｌｅ：坡向Ａｓ

ｐｅｃｔ；ｐＨ：ｐＨ值ｐＨ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ｅ：采伐强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图２　天山云杉林群落４７个样方的ＲＤＡ二维排序图
（阿拉伯数字表示样方编号）

Ｆｉｇ．２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ＤＡ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４７
ｑｕａｄｒａｔ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ｆｏｒｅａｃｈｐｌｏｔ）

叶蒿草与坡度夹角较小，且方向相反，说明这些植物

主要分布于坡度较缓的地方。山地糙苏、山黧豆、铁

线莲、老芒麦等植物主要分布于坡度较缓的环境中，

车前草、水杨梅等主要分布于荫庇的环境条件，天蓝

岩苣、小斑叶兰等更多的分布在温暖、向阳的环

境下。

由此，影响植物群落分布的环境因子主要是海

拔、坡度，群落采伐强度的作用也很明显。而物种的

分布又决定了群落的格局分布情况。

３．２．３　群落分布影响因子的定量分离　根据 ＲＤＡ
的分析结果，采伐强度和环境因子共同决定了群落

分布格局。依据Ｂｏｒｃａｒｄ等人的方法，分离了环境因
子和采伐强度对群落分布格局的影响，得到结果如

下：（１）环境变量对森林群落格局解释率占３３．９％；
（２）采伐强度对森林群落格局解释率占５％；（３）两
者共同解释率占 １７．９％；（４）未解释的部分占
４３２％。未能解释的部分主要包括群落之间的相互
影响及人为干扰等因素造成。

４　结论
本研究将新疆天山山脉中段典型中山带的天山

云杉林划分出了１４个群落类型，海拔、坡度、土壤含
水量、土壤 ｐＨ值等环境因子和采伐干扰因素共同

注：Ｅｌｖｅ：海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ｌｏｐ：坡度Ｓｌｏｐｅ；Ｌｏｃａ：坡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Ｄ：郁

闭度Ｃｒｏｗ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ｔｅ：土壤含水量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ｐｌｅ：坡向Ａｓ

ｐｅｃｔ；ｐＨ：ｐＨ值ｐＨ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ｅ：采伐强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１阿特曼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ａｌｔｍａｎｎｉＲｇｌ．ｅｔ），２小斑叶兰（Ｇｏｏｄｙｅ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Ｌ．）Ｒ．Ｂｒ），３水杨梅（ＧｅｕｍａｌｅｐｐｉｃｕｍＪａｃｑ），４鸢尾（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５珠芽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Ｌ），６山黧豆（Ｌａ

ｔｈｙｒｕｓｑｕｉｎｑｕｅｎｅｒｖｉｕｓ（Ｍｉｑ．）Ｌｉｔｖ），７凤仙花（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Ｌ），８长腺小米草（ＥｕｐｈｒａｓｉａｈｉｒｔｅｌｌａＪｏｒｄ．ｅｘＲｅｕｔｅｒ），９线叶蒿草

（Ｋｏｂｒｅｓ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ｌｉａＬ），１０黑穗苔草（Ｃａｒｅｘｍｅｌａ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Ｔｕｒｃｚ．

ｅｘＢｅｓｓ），１１黑花苔草（ＣａｒｅｘｍｅｌａｎａｔｈａＣ．Ａ．Ｍｅｙ），１２叉繁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Ｌ），１３翻白繁缕（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Ｔｕｒｃｚ），１４

准噶尔繁缕（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ｓｏｏｎｇｏｒｉｃａＲｏｓｈｅｖ），１５老芒麦（Ｅｌｙｍｕｓｓｉｂｉｒｉ

ｃｕｓＬｉｎｎ），１６平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Ｗｉｌｌｄ），１７九层塔（Ｏｃｉｍｕｍ

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Ｌ），１８蒲公英（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Ｗｉｇｇ），１９白花车轴

草（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ｅｐｅｎｓＬ），２０高山羊角芹（Ａｅｇ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ｐｅｓｔｒｅＬｄｂ），

２１林地早熟禾（ＰｏａｎｅｍｏｒａｌｉｓＬ），２２山地糙苏（Ｐｈｌｏｍｉｓｏｒｅｏｐｈｉｌａ

Ｋａｒ．ｅｔＫｉｒ），２３森林草莓（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ｖｅａｃａＬ），２４北方拉拉藤（Ｇａ

ｌｉｕｍｂｏｒｅａｌｅＬｉｎｎ），２５天蓝岩菊（Ｃｉｃｅｒｂｉｔａａｚｕｒｅａ（Ｌｄｂ．）Ｂｅａｕｒ），２６

天山羽衣草（Ａｌｃｈｅｍｉｌ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ａｎｉｃａＪｕｚ），２７阿克苏黄芪（Ａｓｔｒａｇ

ａｌｕｓａｋｅｕｅｎｓｉｓＢｇｅ），２８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ｆｌｏｒｉｄａＴｈｕｎｂ），２９天山云

杉（Ｐｉｃｅ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ｐｒ．），３０天山桦（Ｂｅｔｕｌａ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Ｒｕ

ｐｒ）

图３　天山云杉林群落主要物种与环境因子、
采伐强度的ＲＤＡ排序图

Ｆｉｇ．３　ＲＤＡ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Ｐｉｃｅａ
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决定了植物群落类型及其分布格局，格局解释率高

达５６．８％，未解释的部分占４３．２％，表明研究区的
环境因子和采伐干扰因子解释能力较好，群落空间

格局较为复杂。同时，森林采伐是影响森林群落格

局的重要干扰因素，通过新疆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

施，近２０年来伐后新疆天山云杉林群落植被恢复相
对较好，从森林资源经营角度出发，森林采伐干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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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植物群落变化环境解释的定量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ｔｉａ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分析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典范特征值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解释程度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总特征值Ｓｕｍｏｆ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１
所有环境因子Ａｌ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０．６２５ ６２．５
采伐强度因子Ｃｕ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０．１２２ １２．２

去除采伐强度后环境因子

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ｇｔｆａｃｔｏｒ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３３９ ３３．９

去除环境因子后采伐强度因

子 Ｔｈ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ｇ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０．０５ ５

环境因子和采伐强度因子的交互作用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ｂｙ
ｃｒｏｓｓ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０．１７９ １７．９

未解释部分 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０．４３２ ４３．２

强弱是新疆天山云杉林可持续经营不容忽视的重要

因素。

５　讨论
山地森林是新疆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调节、

涵养水源的绿色水库［２３］。近２０年来，新疆林业实
现了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

变，尤其是在新疆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２０年的特定
历史时期，从生态学视角揭示天山云杉林的群落特

征及分布格局，定量分析天山云杉林群落结构与环

境因子、采伐强度之间的关系，对评价新疆天然林保

护工程实施后森林资源更新恢复情况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分布于天山山脉典型中山带

的新疆农业大学实习林场天山云杉林为研究对象，

定量解析了天山云杉林群落分布格局与环境因子之

间的关系。

植被数量分类是根据各样方或植物种间的相似

关系将其分成若干组，使组内的各样方或植物种相

当，而组间则尽量相异，从而实现植物群落的客观分

类，反映出一定的生态规律［２４］。数量分类方法很

多，其中，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 ＴＷＩＮＳＰＡＮ分类，本
文用该方法将天山云杉林划分出１４个群落类型，每
个群落类型都有各自的分布范围，群落特征明显。

基本反映了群落类型及特征。

排序是研究植被连续变化的方法，是指用数学

方法将样方或植物种排列在一定的空间内，使得排

序轴反映一定的生态梯度，从而解释植物物种、植物

群落的分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２５］。对较短环境梯

度下的多个环境指标进行统计检验，并确定对群落

变化具有最大解释能力的最小变量组［２６］，本研究首

先对群落进行除趋势对应分析ＤＣＡ排序，得到ＤＣＡ
排序的第一轴梯度长度为 ２．４４８＜３，因此选线性模
型（ＲＤＡ）。采用 ＲＤＡ排序基本印证了 ＴＷＩＮＳＰＡＮ
分类结果，各样地及物种在ＲＤＡ坐标轴上的平面位
置反映了该样方所在群落的生态学特性及物种适宜

生存的环境条件。基本反映了群落结构和分布

情况。

ＲＤＡ分析结果基本解释了影响群落分布的环
境因子、采伐强度与群落的关系。在山区，海拔作为

山地植物群落分布格局的首要控制因子，通过太阳

辐射和降水的空间再分配，使植被类型发生变化，进

而决定植被的分布格局。从而影响群落类型的结构

组成，最终决定山地植被的群落类型［２７－３１］。本研究

中云杉林群落的分布受海拔梯度影响较为明显。其

次，坡度对群落分布影响也很大，坡度主要影响着环

境湿度，坡度越陡，土壤水分容易流失，湿度就越小，

土壤也较为贫瘠。坡度的变化能够创造出一些多样

的小生境条件，由于物种生境条件的限制，使得它们

会以斑块状的形式存在于特定的小生境内。从而，

坡度间接影响了物种组成和群落格局［３２－３３］。此外，

土壤因子也是影响群落分布的重要因子，本研究就

土壤含水量、土壤ｐＨ值对群落格局进行分析，发现
两者对群落分布都有着重要影响。土壤受到地形因

子、采伐因子等的影响，其物理、化学性质直接作用

于植被发生、生长和分布。

就环境因子而言，本研究对群落影响最大的因

子有海拔、坡度、土壤含水量和土壤 ｐＨ值。这与刘
秋峰等人对混沟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３４］。而采伐

对群落格局及物种分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国内外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不同采伐强度对林分组成、结构、

植被生长状况、林内光照因子和土壤养分因子的影

响等。ＳｅａｎＣ等对花旗松（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ｍｅｎｚｉｓｅｉｉ
ＭｉｒｂｅｌＦｒａｎｃｏ）林分树冠进行采伐，结果表明经过采
伐后，林下植被物种丰富度增加［３５］。熊有强发现不

同森林抚育强度对杉木林生态系统中植物群落变化

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３６］。不同采伐强度会影响林

分光照因子，而光照因子的变化又决定了林分的温

度、含水量及林下植被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不同

采伐强度与土壤养分因子状况也具有非常密切的联

系，杨秀云等人研究表明采伐后土壤 ｐＨ值升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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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自相关变异减少，随机性变异增强［３７］。可见，采

伐强度因子是通过改变外部环境因子而间接影响着

森林植物群落的格局分布以及物种多样性。

本研究中变量分离结果表明环境因子与采伐强

度因子共同解释了群落格局的５６．８％。研究区天
山云杉林群落乔木层主要为天山云杉，灌木层物种

非常少，植物种类大多以草本为主。物种变异总特

征值较小为１，与其他山地森林群落环境解释结果
相比，小于喀纳斯的１．３６［３８］，松嫩平原的２．１９［３９］，
说明研究区群落之间相似度高，竞争性小，主要影响

因素是环境因子和采伐强度因子，其空间格局较为

复杂。环境因子与采伐强度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率

为１７．９％，这主要与森林采伐干扰、海拔和坡度等
因子共同决定了群落内光热资源分配以及土壤理化

性质有关。环境因子与采伐强度因子未解释的部分

占４３．２％，这些主要与放牧、火干扰等其他因素有
关，仍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总体而言，本研究中因

子定量分离的结果较好，解释率较高，说明选取的影

响因子恰当，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群落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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