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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排序等方法将黄河三角洲湿地 "’ 个植物种在水深和土壤盐分梯度下依次排
列，
并分别划分为低、中、高水深（ 或土壤盐分）( 个生态种组，分析了水、盐梯度下植物种的生
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 结果表明：水深梯度下，芦苇、盐地碱蓬等中水深生态种组植物种生
态位宽度较大，香蒲、穗状狐尾藻等高水深生态种组植物种生态位宽度最小；土壤盐分梯度
下，盐地碱蓬、柽柳等高土壤盐分生态种组植物种生态位宽度较大，而中、低土壤盐分生态种
组的植物种生态位宽度均较小) 水深和土壤盐分梯度下的生态位重叠分别沿着植物种在两种
梯度上的排序而规律变化，通常同一生态种组内部植物种的生态位重叠较大，不同生态种组
植物种的生态位重叠较小) 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种在水深、土壤盐分梯度下的生态位分化现
象，可能有助于阐释湿地植物共存及带状分布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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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种分布和多样性的形成机制一直是生态学研

某种（ 或多种）环境资源利用上存在差异，即物种之

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经典的生态位理论认为，物种在

间的生态位分化（ 42L=B G2MMBFB4H23H2:4），是物种共存
的基本机制之一［"］，并被广泛用于物种分布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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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论或实际的研究之中［+］) 在植物群落中，所有
植物都利用光、6?+ 、W、Z、[ 以及其他一些微量元
素［+ * (］；群落中植物种之间的竞争也是一种正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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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 但这并不能说明生态位理论不适于阐释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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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区域，并综合考虑了湿地类型、植物覆被、距

物群落中物种的共存机制$ 植物群落中物种在某一

海距离和距黄河距离等因素$ 共布设 ,* 3 6 ,* 3 样

或某些环境资源维度上不发生生态位分化，也并不

地 #& 个$ 每样地随机取 ) 3 6 ) 3 草本（ 包括半灌木

能说明不存在生态位分化$

罗布麻（ 941/3.+& :).)(+&））调查样方 , 个，
)* 3 6

探究植物群落中植物种生态位分化的环境资源

)* 3 灌木调查样方 , 个，
), 3 6 ), 3 乔木调查样方

维度应是植物生态学者发掘生态位在植物分布与多

, 个$ 直接计数各植物种的密度，用米尺测定株高

［%］

样性形成机制中重要作用的第一步

$ 目前，已有

文献证实了植物种生态位分化的环境资源维度，包
［&］

括土壤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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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壤 养 分

［)*］

、土 壤 水 分

于 (—)* 月期间每周测定 ) 次水深，取测定期间各

、水文条件（ 包括水位深度（ 简称水深）、干旱

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水深，记为 78$ 土壤盐分

［+，
&］

等）

灌木和乔木 + 层数据最终作为该样地的植被数据$

、盐

［))］

分

（ 部分目测估计），并目测估计投影盖度$ 综合草本、

［)% " ),］

、根深

［)#］

、光照

［)&］

、微地形

等方面，植
［)%，
)’］

物种生态位的分化也可能来自于时间维度

$

盐沼湿地普遍存在于中、高纬度地区$ 其间的植

的测定于 * 9 %* :3 土层处采集表层土样，采用便携
式盐度测定仪测定水土比 , ; ) 土壤浸出液盐度，并
转换为土壤盐分（ <·=< " ) ）$ (、
)* 月各取土样 ) 次$

被呈明显的带状分布［)(］$ 河口三角洲湿地（ 或河流

取 % 次测定的土壤盐分平均值，记为 >> 表示$

型盐沼湿地）是盐沼湿地的一种类型$ 黄河三角洲

!# %" 研究方法

湿地是我国三大河口三角洲湿地之一$ 水深和土壤

!# %# ! 重要值? 采用相对盖度和相对密度计测各样

盐分等是影响这一区域内植被分布、多样性的关键

地植物种的重要值［%+］
（ @3ABCDEFD GEHIJ，;<）$

环境因子［%* " %%］$ 本文基于生态位理论中生态位宽度

;< K（ 相对密度 L 相对盖度）M %**

（)）

与生态位重叠的测度，分析了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

!# %# $ 水深和土壤盐分梯度水平的划分? 分别将水

种在水深和土壤盐分梯度上的生态位特征，以及黄

深和土壤盐分划分为 )* 个梯度水平（ 表 )），计算

河三角洲湿地植物种生态位分化的环境资源维度，

各水平植物种重要值的均值，据此进行后续生态位

旨在进一步解释盐沼湿地植被带状分布现象，并为

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的计算$

发掘生态位理论在盐沼植被分布与多样性形成机制

!# %# % 水深和土壤盐分梯度下植物种的排序和分组

中的重要作用提供证据$

? 使用 NEFB:B !1 , 以 #& 个样地 )( 个植物种的重要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值矩阵和 #& 个样地的水深、土壤盐分环境因子矩阵
进行典范对应分析（ NNO）$ 分别计算各植物种点到
水深、土壤盐分环境因子连线上垂足在第一排序轴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上的坐标，代表各植物种在水深或土壤盐分梯度上

)*./，))’-!).—))(-)#.0）地处我国山东省东营市

的排序［%+］$ 依排序结果构建物种在不同梯度上的生

黄河入海口，总面积 ),1 + 万 23% $ 保护区主要分为

态 位重叠矩阵，观察生态位重叠随水深或土壤盐分

故道保护区和现流路保护区两部分$ 属暖温带季风
性气候区，具有明显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四季分
明，冷热干湿界限极明显$ 年平均气温 )%1 ) 4 ，无霜
期 )(# 5，年 均 降 水 量 ,,)1 # 33，年 均 蒸 发 量 为
) (#% 33$ 天然植被以草本为主，常见植物有芦苇

表 !" 水深和土壤盐分梯度水平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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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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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状 狐 尾 藻（ 23#’14"3,,+& *4’/$(+& ）、盐 地 碱 蓬

%

" )1 % 9 " )1 *

+1 * 9 ,1 ,

（ 5+$)6$ *$,*$）及补血草（ 7’&1.’+& *’.).*)）等；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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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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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9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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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灌木为柽柳（ -$&$#’8 /"’.).*’*）；天然乔木为
旱柳（ 5$,’8 &$(*+6$.$），仅在黄河河道两岸少量分

#

" *1 ! 9 " *1 %

)+1 * 9 ),1 ,

布$

&

" *1 % 9 *

),1 , 9 )’1 *

!# $" 实验设计

’

* 9 *1 %

)’1 * 9 %*1 ,

(

*1 % 9 *1 !

%*1 , 9 %+1 *

)*

*1 ! 9 *1 #

%+1 * 9 %,1 ,

野外调查于 %**# 年 (—)* 月展开$ 布点设立于
现流路保护区内北部和东部无人为干扰或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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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变化规律!
将 "# 个植物种分别在水深或土壤盐分梯度上
划分为 $ 组：低水深或低土壤盐分植物生态种组，记
为 % &’ 或 % (( ；中水深或中土壤盐分植物生态种组，
记为 ) &’ 或 ) (( ；高水深或高土壤盐分植物生态种
组，记为 * &’ 或 * (( ! 具体划分方法为：根据各植物
种在水深（ 或土壤盐分）环境因子连线上垂足在第
一排序轴上的坐标 !（
…，
"#）将各植物种从大
" " + "，
到小（ 或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分别取前、后 , 个 ! "
的平均值，分别记为 ! * 和 ! - ，并求其平均值 ! ) ，找
到 !（
…，
"#）中数值大小最接近 ! ) 的 . 个物
" " + "，
种作为 ) &’（ 或 ) (( ）的中心物种，并依据四分位数
法进行分组! 具体过程参见文献［.,］!
!" #" $ 生态位宽度/ 采用 %01234 提出、经 5678099 修
正的公式［.$］计算生态位宽度（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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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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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式中：# " 为第 " 物种的生态位宽度；( "’ 为第 " 物种在
第 ’ 个资源水平下的重要值占该种在所有资源水平
上重要值总和的比例；% 为资源水平数)
!" #" % 生态位重叠/ 采用 :2;3<;（ "#=$）生态位重叠
公式［.$］计算生态位重叠（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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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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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式中：* "+ 为种群 " 和 + 的生态位重叠；( "’ 和 ( +’ 分别表

图 !’ 水深（ ;）和土壤盐分（ A）梯度下 "# 个植物种的生态
位宽度
()*+ !’ B2CD0 A70;EFD4 6G "# H9;3F 4H0C204 I3E07 FD0 J7;E203F4
6G 8;F07 F;A90 E0HFD（ ;）;3E 4629 4;9232FK（ A）!
>9? 71：假苇拂子茅 >292?2@%-18"1 7140B-7’%2@?"841；,0) @9：碱蓬 ,024A
B2 @920/2；C"? 1"：补血草 C"?-."0? 1".4.14；D7) 34：罗布麻 D7-/6.0?
34.480?；D%) /2：青蒿 D%84?"1"2 /2%3"=-9"2；5%) 12：荻 5%"2%%’4.2 12//’2%A
"=9-%2；52) /’：柽柳 52?2%"! /’".4.1"1；57? 30：碱菀 5%"7-9"0? 309@2%4；
>6) /’：鹅绒藤 >6.2./’0? /’".4.14；,-) 2%：苣荬菜 ,-./’01 2%34.1"1；
,0) 12：盐地碱蓬 ,024B2 12912；,2) ?2：旱 柳 ,29"! ?2810B2.2；(’)
20：芦苇 (’%2@?"841 2018%29"1；>7) @9：头状穗莎草 >674%01 @9-?4%2801；
<4) -=：草木樨 <49"9-801 -=="/".29"1；;9) ) 1-：野大豆 ;96/".4 1-+2；:/)
7%：鳢肠 :/9"782 7%-18%282；56) -%：香蒲 567’2 -%"4.829"1；<6) 17：穗状
狐尾藻 <6%"-7’6990? 17"/280?) 下同 LD0 4;M0 A0968!

麻等生态位宽度适中（>? .= @ >? ,.），在水深适中或
较低的环境中均有分布，但优势度一般均较低!

示第 " 和第 + 物种在第 ’ 个资源水平下的重要值占该

水深梯度下 $ 个植物生态种组之间的生态位宽

种在所有资源水平上的重要值总和的比例；% 表示资

度差异显著（ ( N >? >"）! ) &’ 的各植物种（ 碱菀（ 5%"A

源水平数)
&’ 结果与分析

7-9"0? 309@2%4）和旱柳除外）生态位宽度都较大，说
明黄河三角洲湿地环境最适宜芦苇、盐地碱蓬等在
中等水深（ O "? >" @ O >? "> M）内长势最优的植物

&" !’ 水、盐梯度下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种的生态位

种；* &’ 各植物种的生态位宽度都很狭窄，说明适应

宽度

穗状狐尾藻、香蒲等生长的高水深（ O >? >$ @ >? P=
由图 "; 可以看出，水深梯度下，芦苇的生态位

M）生境有限；% &’ 各植物种的生态位宽度处于 ) &’

宽度最大，在水深较高的地区优势度较高! 盐地碱

和 * &’ 之间，最适水深在 O "? "" @ O "? ,> M，在黄河

蓬、柽柳、苣荬菜（ ,-./’01 2%34.1"1）的生态位宽度也

三角洲湿地也有一定的分布!

较大，盐地碱蓬一般在低湿地区优势度达到最大值)

由图 "A 可以看出，土壤盐分梯度下，盐地碱蓬

穗状狐尾藻、香蒲（ 567’2 -%"4.829"1）以及一些喜低湿

的生态位宽度最大；柽柳的生态位宽度较大，它们的

环境的植物鳢肠（ :/9"782 7%-18%282）、野大豆（ ;96/".4

耐盐能力均较强；芦苇、穗状狐尾藻、香蒲等生态位

1-+2）、草木樨（ <49"9-801 -=="/".29"1）等生态位宽度均

宽度均较小（>? "> @ >? .,），耐盐能力较差；荻、假苇

较小（>? "$ @ >? .$）! 假苇拂子茅（ >292?2@%-18"1 7140A

拂子茅、碱蓬等生态位宽度适中（>? $> @ >? $Q）!

B-7’%2@?"841）、碱蓬（ ,024B2 @920/2 ）、补 血 草 、罗 布

土壤盐分梯度下不同植物生态种组之间的生态

应I 用I 生I 态I 学I 报I I I I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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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宽度差异十分显著（ ! ! "# "$）% & ’’ 植物种生态位

肠、香蒲、穗状狐尾藻、碱菀、旱柳等除了与同一水深

宽度都较宽，而 ( ’’ 和 ) ’’ 植物种的生态位宽度普遍

生态种组的一些物种生态位重叠值较大外，与其他

较窄% 这说明黄河三角洲湿地土壤盐分普遍较高，只

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也较小% 其中，旱柳与 & -. 的头

有耐盐能力较强的植物种才能在这里占据较宽的生

状穗莎草、野大豆、草木樨、鳢肠的生态位重叠值均

态位，并有效地利用资源%

为 "，说明这些物种对在水深梯度下利用环境资源

!" !# 水、盐梯度下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种的生态位

的方式完全不同，生态位完全分离%

重叠

由表 / 可以看出，土壤盐分梯度下，生态位分化
由表 * 可以看出，生态位重叠值 + "# ,"" 的植

的现象与水深梯度呈类似的变化规律% 生态位重叠

物种对主要发生在 ) -. 、( -. 和 & -. 内部，分别占对

值大于 "# ,"" 的种对主要发生在 & ’’ 、( ’’ 以及 ) ’’ 内

应生态种组总种对的 ,/# //0 、
,1# $20 和 2"# ""0 %

部，分 别 占 对 应 生 态 种 组 总 种 对 的 3"# ""0 、

而不同水深生态种组之间生态位重叠值 + "# ,"" 的

14# $50 、
34# 410 % 而不同土壤盐分生态种组之间生

种对 相 对 较 低，分 别 占 2,# *20（ ) -. 和 ( -. ）、

态位重叠值大于 "# ,"" 的种对则相对较少，分别占

*$# 2/0（ ( -. 和 & -. ）、
"（ & -. 和 ) -. ）% 说明随着水

"（ & ’’ 和 ( ’’ ）、,2# 140（ ( ’’ 和 ) ’’ ）、"（ & ’’ 和 ) ’’ ）%

深的梯度变化，植物种的生态位发生偏移，使不同水

这说明对土壤盐分环境要求类似的植物种之间的生

深生态种组植物的种间生态位重叠较小；而同一水

态位重叠值较大，而对土壤盐分生境要求差异较大

深生态种组的植物种其生态位偏移较小，生态位重

的生态位重叠值较小%

叠仍较大% 水深梯度下，生态位宽度较大的芦苇、盐

土壤盐分梯度下，生态位宽度最大的盐地碱蓬、

地碱蓬、柽柳与其他植物种的生态位重叠较大，与芦

柽柳与其他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并不大，生态位重叠大

苇生态位重叠的主要是 ( -. 和 & -. 物种；盐地碱蓬

于 "# ,"" 的仅发生在 &’’ 内部；生态位宽度较小的芦

与 / 个生态种组的 物 种 生 态 位 重 叠 值 均 较 大（ 香

苇、
荻、
旱柳等与其他物种的生态位重叠一般较大，
生

蒲、穗状狐尾藻除外）；柽柳则主要与 ) -. 和 ( -. 的

态位重叠大于 "# ,"" 的不仅发生在其各自的土壤盐

物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值较大% 生态位宽度较窄的头

分生态种组内部，
还发生在 (’’ 和 )’’ 之间% 这些物种

状穗莎草（ "#$%&’( )*+,%&-.’(）、野大豆、草木樨、鳢

对资源利用或占用的形式上存在很大的重叠%

表 !# 水深梯度下黄河三角洲湿地 $% 个植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
&’() !# *+,-. /0.12’34 /5 $% 32’67 43.,+.4 +6 8.72’694 /5 7-. :.22/8 ;+0.1 <.27’ =69.1 7-. >1’9+.67 /5 8’7.1 7’(2. 9.37物种
’67897:

水深梯度下物种 ;;< 排序
’67897: =>>=?@7A7?B =88C>D9?@ BC ;;< E=B7> B=FG7 D76BH @>=D97?B
"*/ $( 0’/ )* 12/ (2 3$/ 4% 3&/ 5- 6&/ (- 6-/ 57 6$/ 4’ "#/ 57 0+/ -& 0’/ (- 0-/ ,- !7/ -’ "$/ )* 8%/ +9 :*/ (+ ;5/ $& 6#/ +& 8#/ ($

"*/ $(

"# /$5 "# 2/2 "# 135 "# 5"1 "# 33, "# 4*4 "# 2"* "# 44/ "# ,/4 "# ,"/ "# *3$ "# 2$" "# ""4 "# "*1 "# "2, "# "/, "# ""5 "# ""1

0’/ )*

"# 313 "# **$ "# /,2 "# **3 "# 35/ "# "13 "# $31 "# $4, "# //3 "# "4$ "# *$, "# "1, "# "4* "# "$3 "# "," "# "", "# ""$

12/ (2

"# ,45 "# 2,3 "# *3* "# 5,* "# $", "# ,/2 "# /44 "# 221 "# ",4 "# *$/ "# "22 "# "/1 "# "$* "# "/" "# ""3 "# ""*

3$/ 4%

"# 14/ "# 424 "# ,55 "# $1, "# 3$5 "# 44* "# ,"* "# "4$ "# /$3 "# $// "# $21 "# $"1 "# $2$ "# ""5 "# "$"

3&/ 5-

"# 1*/ "# 4*1 "# *,5 "# 4/$ "# 4$$ "# ,2" "# $1" "# 2,5 "# /*$ "# *42 "# "13 "# *$* "# ""$

"

6&/ (-

"# 23, "# 4"* "# ,15 "# ,12 "# 242 "# ,/$ "# 25$ "# "13 "# "1" "# "/* "# "4$ "# $*4 "# $24

6-/ 57

"# *," "# ,12 "# 24" "# ,31 "# $1$ "# /1" "# "5/ "# $"" "# "1$ "# "54 "# "22 "# "/,

6$/ 4’

"# ,52 "# ,32 "# ,,/ "# 1,* "# *,4 "# $"1 "# $$2 "# "13 "# $"1 "# "", "# ""1

"#/ 57

"# 3$3 "# 1$3 "# 2"$ "# /,, "# $42 "# **2 "# *$1 "# */, "# "$" "# "**

0+/ -&

"# 3,3 "# /,$ "# ,** "# 42* "# 1"" "# ,"" "# 445 "# "$2 "# "2$

0’/ (-

"# /,3 "# 4*" "# 232 "# 4$2 "# ,25 "# 4*1 "# ",2 "# "42

0-/ ,-

"# ,",

"

"

"

"

"# *2/ "# //1

!7/ -’

"# /1$ "# 24/ "# 2", "# 245 "# 45$ "# 12,

"$/ )*

"# 33, "# /45 "# 1," "# ""* "# "$2

8%/ +9

"# 1,5 "# 51* "# ""1 "# "4*

:*/ (+

"# 35$ "# "$$ "# $"/

;5/ $&

"# ""5 "# "3"

6#/ +&

"# 515

8#/ ($

8 期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贺H 强等：水、盐梯度下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种的生态位H H H H H H H

<6=

表 !" 土壤盐分梯度下黄河三角洲湿地 #$ 个植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
%&’( !" )*+,- ./-01&23 .4 #$ 21&56 32-+*-3 *5 7-61&583 .4 6,- 9-11.7 :*/-0 ;-16& <58-0 6,- =0&8*-56 .4 3.*1 3&1*5*6>
土壤盐分梯度下物种 ’’( 排序
!"#$%#& )**)+,#-#+. )$$/*0%+, ./ ’’( &/%1 &)1%+%.2 ,*)0%#+.

物种
!"#$%#&

!"# $% &’# (’ )*# +, -%# $. )*# (% /,# 0( !0# 12 32# 45 /0# +, )4# %" -0# 1* /6# $. 7,# (4 8$# 0" 9.# %* -"# (% )%# :% -6# 4" 36# (0
!"# $%

34 567 34 668 34 583 34 97: 34 :;: 34 36<

&’# (’

3

3

3

3

3

3

3

34 336 34 3;9

3

34 5=< 34 <78 34 875 34 89; 34 969 34 33= 34 33= 34 36< 34 339 34 3<; 34 339 34 33= 34 758 34 393 34 33=

)*# +,

3

3

3

3

34 553 34 88: 34 =3: 34 ;<; 34 78; 34 7:= 34 3<: 34 37= 34 7:5 34 33: 34 788 34 ;7: 34 7:9 34 338 34 3;8

3

-%# $.

34 6;< 34 8=9 34 =8< 34 7:5 34 76: 34 7;< 34 39< 34 7<= 34 397 34 76= 34 ;8: 34 759 34 396 34 39: 34 3;=

)*# (%

34 95: 34 995 34 =9; 34 =98 34 ==8 34 ;=< 34 =<8 34 ;;9 34 =8; 34 98: 34 =79 34 ;=8 34 778 34 356

/,# 0(

34 ;8= 34 7<9 34 75= 34 =;: 34 ;5: 34 =77 34 ;88 34 ;== 34 9:< 34 === 34 =<; 34 =;= 34 =;8

!0# 12

34 ;:3 34 ;8< 34 9=< 34 ;;7 34 83; 34 7<5 34 ;59 34 :35 34 ==: 34 ;66 34 ;7< 34 ;3;

32# 45

34 <<8 34 58= 34 668 34 <=: 34 6:3 34 <<3 34 :9; 34 :7< 34 :=9 34 363

3

/0# +,

34 5;7 34 6=; 34 <;8 34 67: 34 <<3 34 :=6 34 :=; 34 8<6 34 36:

3

)4# %"

34 <88 34 <98 34 <=< 34 588 34 687 34 88< 34 567 34 757 34 78<

-0# 1*

34 5;6 34 <<8 34 6:8 34 8<6 34 9;6 34 55= 34 3<< 34 3<:

/6# $.

34 6<5 34 588 34 5=7 34 635 34 66< 34 ;8< 34 ;38

7,# (4

34 6=5 34 8;= 34 =93 34 5=9

8$# 0"

3

3

34 6;6 34 6;3 34 :<3 34 ;3: 34 7=8

9.# %*

34 <39 34 577 34 67: 34 :53

-"# (%

34 633 34 577 34 688

)%# :%

34 895 34 887

-6# 4"

34 <<9

36# (0

局或生态位分化；刘加珍等［;<］认为，在环境条件如

!" 讨" " 论

土壤水分、土壤盐分、土壤有机质和土壤 "E 等的影

!? #" 环境梯度下的生态位分化与植物共存

响和胁迫下，植物种的生态位发生位移，可能是导致

本研究结果初步说明，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种

塔里木河中游植物种生态位分化的原因之一>

在水深、土壤盐分两种梯度下发生了生态位分化> 水

在水深、土壤盐分两种梯度下产生生态位分化

深和土壤盐分的胁迫使生态位发生位移，向着偏离

可能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共存的机制之一> 不同

其它植物种利用位置的方向移动，使对水深和土壤

植物种在环境梯度上生态位分化有助于阐释植物共

盐分具有类似适应能力的植物种聚集分布在一起，

存 的 机 制［;，73］> 受 性 状 之 间 的 负 相 关（ 即 权 衡

生态位重叠较大；而对水深和土壤盐分适应能力差

.*)0#/FF）限制，物种在某一环境资源下具备较强的

异显著的植物种与其它物种的生态位发生分离，生

竞争力而在其他环境资源下竞争力较弱［7;］> 植物种

态位重叠较小或为 3>

之间生态位分化使种内竞争的力度强于种间竞争，

植物种在某些环境梯度下可以发生生态位分化
的现象［73，;8］> ?%$@#.. 等［73］认为，混合培养时美国伊

从而促进植物种之间的共存［7］> 生态位分化能促进
共存就在于物种的权衡>

利诺斯州中东部地区 : 种主要优势野草在水分梯度

许多研究认为，生态位分化对于植物种共存机

上的生态位重叠降低，生态位发生偏移；!%1A#*./B+

制的阐释是不充分的；也有不少研究在自然植物群

［=，
;:］

认为，草甸植物在水文梯度上的生态位发生

落无法证实生态位分化的现象［;，6，7;，=3 G =;］> 这基于两

分离；CD/-%&./ 认为［6］，亚马逊河西部地区蕨类植物

个原因：7 ）研 究 尺 度 的 问 题> 在 局 域 尺 度（ 1/$)1

在土壤质地、土壤阳离子含量等环境梯度上发生生

&$)1#）上，环境因子之间往往相关或在空间上自相

等

［;6］

态位分化；祖元刚等

认为，土壤含水量以及土壤

关，将 各 种 土 壤 等 环 境 因 子 与 散 布 限 制（ 0%&"#*&)1

"E 等环境梯度是导致我国东北松嫩平原羊草草地

1%-%.).%/+）的 效 应 分 开 在 统 计 学 上 是 较 为 困 难

［;5］

认

的［=7］> 此外，在局域尺度上的生态变异可能只代表

为，在碱化羊草草地，放牧引起环境因子如土壤水

生态位空间的一小部分，单一样地开展的研究往往

分、土壤含盐量、土壤有机质等的梯度变化，各物种

不能揭示物种之间在最适点上的差异；
;）研究者的

根据其生态学特性而适应于不同的放牧演替序列，

认知问题，研究者可能并不能确切了解研究区域内

导致环境因子的梯度变化，进而形成特定的分布格

所有的微环境［6］> 物种在一特定的环境资源维度上

植物中生态位分化的关键环境因子；王仁忠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 = = = =

9*<

不分化，并不能说明它们在其他环境资源维度上就
［!］

= = = = = = = = = = = = +9 卷

种间竞争排除对黄河三角洲湿地植物种分布的影

，而研究者要想充分了解生态位分化的那

响" 实际上，植物种在水深、土壤盐分梯度上的生态

个或那些特定的环境资源维度，在一些情况下是困

位分化已经把植物种对水、盐的胁迫适应和种间竞

难的" #$%&’()%［*］建议，生态位分化的研究应该从局

争的因素包括在内，但种间竞争在生态位分化中究

域向更大的尺度扩大" 然而，讨论尺度，又要刨根究

竟起多大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另外，中性学说［<, . <+］

底地去讨论“ 生态位”的界定以及与“ 生态位”界定

以及其他植物分布机制能否用于解释植物共存及湿

相关的环境因子的分划问题，本文对此不再详细讨

地植物带状分布的形成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不分化

论，可参考相关文献［!，
+,，-- . -/］"
一些研究认为，区域尺度（ 012’%345 (6451）过程
在构建局域植物群落中具有重要作用，且单单基于
局域尺度过程的局域植物群落的结构难以用生态位
理论来阐释［-7 . -8］，如生态位分化的进化、保持以及
与物种群集的关系［-9］" 近年来，基于出生、灭绝、散
［<, . <+］
布中随机变化的中性学说（ 31$)045 ):1%0;）
以

其简易性、对某些植物类群预测的准确性，以及物种
一致性等极具争议性的假设而备受关注［<!］，对生态
位理论中的物种共存，尤其是植物群落中物种共存
的阐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生态位分化在
构建植物群落中的作用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重要［<-］"
!" #$ 环境梯度下的生态位分化与湿地植物带状分
布
目前，国内外开展了很多盐沼湿地（ 包括河口
三角洲湿地）植物分布机制的研究" 一般认为，盐沼
植被的带状分布现象是高程较低地段的物理压力，
如土壤盐分、水涝等，以及高程较高地段的植物竞争
所致［<<］" 一个植物种不能同时具备最强的竞争力和
最大的物理胁迫耐受能力［</］" 这样，具备较强竞争
力的植物种在物理胁迫最小的区域占据优势，而竞
争力较弱的植物种转移至物理胁迫较强的区域［<7］，
从而形成带状分布"
本文分析了水深、土壤盐分梯度下黄河三角洲
湿地植物种的生态位特征，说明水、盐胁迫下植物种
的生态位分化对黄河三角洲植物种分布起重要作
用" 在水深和土壤盐分的胁迫下，黄河三角洲湿地各
植物种分别趋向或转移到各自相对更具竞争优势的
区域，从而向着偏离其他植物种利用位置的方向发
生生态位偏移，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其优势群落，并最
终形成不同优势植物种群沿着黄河三角洲湿地的水
深和土壤 盐 分 梯 度 带 状 分 布 的 模 式" 这 与 崔 保 山
等［<*］、谭学界等［!+］从水深梯度、吴志芬等［!!］从土壤
盐分梯度上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
由于本文所应用的“ 生态位”是竞争排除之后
的生态位［<8］，而基于野外调查的数据分析无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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