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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毛柽柳群落特征及其生态、生理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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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新疆境内柽柳属植物的分布与群落类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刚毛柽柳喜盐、耐水湿，多分布在河流 

两岸、湖沼边缘等地下水位较高、盐分较重的地区，并形成以其为建群种的盐漠；②群落植物组成贫乏，以古地中海 

退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地中海至中亚成分为主，多为旱生植物或盐地植物；③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根据群落种类 

组成与生境相结合的分析结果，将刚毛柽柳群落划分为 3大群丛组；④刚毛柽柳对盐碱生境的适应是 由于体内具 

有某些生理调节功能，如通过积累渗透调节物质Pro、调控离子通道、调节细胞膜透性、降低水势等多种途径来抵抗 

水分胁迫，通过根部拒盐、体内耐盐及泌盐腺泌盐来达到耐盐碱的目的；⑤刚毛柽柳盐漠属于比较脆弱的生态系 

统 ，仅具有相对稳定性 ，要加以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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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荒漠化是当今全球最严重的环境和社会经 

济问题之一，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国也不例外， 

据1997年林业部发布的《中国荒漠化报告》，目前 

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3％，受荒 

漠化影响的范围更大。其中，在西北干旱 、半干旱地 

区广泛分布的盐渍化土壤也是一种荒漠化土地类 

型 。此外，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干扰和破坏，加剧 

了水资源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水资源开发利用极 

不平衡，人工绿洲区用水浪费严重并导致区域土壤 

次生盐 渍化严重 。刚毛柽 柳 (Tamar& hisplda 

Willd)是柽柳属 (Tamarix L．)中耐盐性很强的种 

类 ，喜盐，耐水湿，主要分布于我国温带、蒙古、西伯 

利亚和中亚荒漠地带的河流两岸、湖沼边缘等地下 

水位较高、盐分较重的地区 。有关刚毛柽柳及其 

群落的特征、分布和盐分的关系、耐盐机理等已有过 

不少报道 J，但缺乏对新疆刚毛柽柳盐漠的研究 

资料。由于它在新疆 ，尤其是塔里木盆地大面积的 

盐碱地上广泛分布，在盐生荒漠类型中占有主要位 

置，因此，研究新疆刚毛柽柳的群落特征及其生态 、 

生理适应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人结合 

前人工作成果，并补充野外调查资料，对刚毛柽柳区 

系组成、群落特性 、生理适应性等方面进行探讨，旨 

在为刚毛柽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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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木盆地年平均气温 11 oC，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43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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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年降水量 100～300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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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周边山地的融雪水和大气降水。 

塔里木盆地是一个封闭性较好的内流盆地 ，发源于 

塔里木盆地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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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加南疆光热充足，蒸发强烈 ，使塔里木盆地盐渍化土 

壤广泛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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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缺乏地表水的补给因而地下水埋藏很深 J。 

1．2 样方调查 

刘铭庭 引、杨维康 等人对新疆境内柽柳属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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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分布及生境作了多年的调查，了解到柽柳属植 

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素是水和土壤含盐量．因而，在 

对样方进行调查分析时，着重测量了水、盐的情况。 

调查样方共 l9个，面积为 10 rIl×10 rIl，对草本植物 

的调查面积为 1 rIl×1 In，记录每个样方中群落种的 

组成成分 ，包括丛(株)数 、多度、高度、盖度、生活 

型、灌木层盖度及群落总盖度；测定记录群落主要生 

境因子：小地形、地质条件与基岩、水分状况、不同剖 

面含盐分量、总盐量、地下水矿化度、地下水位等。 

由于受到装备条件的限制，未采用 GPS(全球陆地定 

位系统)确定样方所在的确切位置，仅是根据方位 

及公里数确定。笔者在前人工作基础上，于2000年 

8月对新疆两大盆地的 l3个刚毛柽柳居群作 了详 

细调查，着重对地理位置 、物种组成 、群落层次、生境 

特点等进行了记录及分析，并对每个居群的刚毛柽 

柳鲜活样品进行了采集，以供在实验室内开展分子 

生态学研究。 

2 刚毛柽柳群落在新疆的分布 

刚毛柽柳喜盐 ，耐水湿，因而在塔里木盆地形成 

分布较广的以刚毛柽柳为建群种或优势种的盐生灌 

丛 ，而在准噶尔盆地刚毛柽柳仅零星分布。此外 ，柽 

柳种子对水分的依赖程度高 ，而在刚毛柽柳种子 

成熟的夏秋季节也是塔里木盆地内各大河流的洪汛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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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刚毛柽柳种子的着床、萌发、生 

长提供了场所，保证 了刚毛柽柳群落的天然更新。 

因而，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河流两岸、湖沼边缘等地下 

水位较高、盐分较重的地区也是刚毛柽柳群落大面 

积分布的地区。 

刚毛柽柳独特的生态、生理学特性决定了其在 

新疆的分布仅限于各大河流(塔里木河、和田河、阿 

克苏河、克里雅河、孔雀河、安迪尔河等)的河滩、低 

阶地及湖滨地带(图 1)。 

图 l 新疆刚毛柽柳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Tamar／x WiNd in Xinjiang 

3 群落区系组成与结构特征 

3．1 区系组成 

刚毛柽柳群落的植物组成十分贫乏，包含了藜 

科 、柽柳科 、蒺藜科、禾本科 、菊科和茄科的少数种 

类。以地中海至中亚成分为主，尚有旧世界温带分 

布、北温带和南温带分布及世界分布等分布型属 0̈J 

(表 1)。多为伴随古地中海退却、旱化加强、土壤盐 

化加重等变动过程逐渐发展起来的旱生植物或盐生 

植物。 

据统计，出现在塔里木盆地刚毛柽柳群落的高 

等植物计 33种，隶属于 lO科 26属。32种中仅有 8 

种(刚毛柽柳、盐穗木、盐节木 、盐爪爪 、甘草、骆驼 

刺、大叶白麻、黑果枸杞)作为优势种出现，可见群 

落的植物区系组成十分贫乏。此外 ，刚毛柽柳群落 

组成种类在生活型谱 、叶级、叶质、叶型、叶缘等方面 

都显得十分单调。 

刚毛柽柳群落除物种多样性相对较低外 ，其群 

落层次结构简单 ，为2或3层 ，且群落一般低矮 ，高 

一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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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cium ru~henicum 

C~Tzanchum kashgaricum 

Sophora alopecuroides 

lnula britanica 

Scorzonera spp． 

1nula salsoloides 

Halimodendron halo如ndron 

Peganum harmala 

Glaux maritima 

Populus euphra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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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sis aculeata 

Aeluropu~spp． 

Achnatherum splendens 

Phragmites australis 

地中海和中亚 

地中海和中亚短 

地中海和中亚 

地中海和中亚 

地中海和中亚 

地中海和中亚 ． 

地中海区 ．西亚至中亚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世界分布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中亚分布 

地中海区 。西亚至中亚 

地中海区至温带 一热带亚洲、大洋州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地 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地中海区 ，西亚至中亚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 

泛热带分布 

世界分布 

旧世界温带分布 

地 中海、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世界分布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地 中海区至中亚和墨西哥至美国南部间断分布 

北温带分布 

北温带分布 

泛热带分布 

旧世界温带分布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旧世界温带分布 

世界分布 

度多在 2 m以下。根据生活型，可把群落的组成区 

分出如下层片：①灌木层片。以刚毛柽柳及柽柳属 

中耐盐种、铃铛刺、黑果枸杞等植物共同组成 ，是群 

落的建群层片；②半灌木 、小半灌木层片。由盐穗 

木、碱蓬、盐节木 、盐爪爪等盐柴类植物组成，是群落 

的次重要层片；③杂草 、禾草类层片。由花花柴、甘 

草、大叶白麻、骆驼刺及芦苇、獐毛等结合组成，是群 

落的伴生层片。此外，在吐加依疏树林中也可见到 

作为共优种的刚毛柽柳 ，此时由胡杨组成的乔木层 

片是建群层片。 

3．2 群落特性 

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根据群落种类组成与生 

境相结合的分析结果，初步将刚毛柽柳群落划分为 

若干群丛组(表 2)。 

由表 2可知，刚毛柽柳群落的形成与分布离不 

开两个决定性因子，即盐分和水分。一方面，刚毛柽 

柳喜盐 ，在 土壤 中没有盐 渍化时发育瘦 弱或死 

亡 】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对盐产生了较强的依赖 

性 ；另一方面，刚毛柽柳为典型的潜水性中生植物， 

喜高水位(0．5～3 m)生境。而在新疆，盐土的形成 

总是与浅层地下水密切相关，这表现在盐土均处于 

地下水位较高的低地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盐分 

与高位浅层地下水并存的局面，这为刚毛柽柳群落 

大面积分布于河流两岸一级阶地 、河间低地、洪积及 

冲击扇扇缘地下水溢出带及绿洲边缘、农 田附近积 

水地带提供了物质基础。在高水位中高盐型生境所 

形成的刚毛柽柳群落层片相对较多，结构相对复杂， 

植被盖度大，生物量也大；在 (近)高水位 一(中)低 

盐及低水位 一中盐生境中也有刚毛柽柳分布，但不 

作为优势种出现；在低水位 一低盐生境中，土壤沙质 

化，已无刚毛柽柳的分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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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位 典型盐土 
一 由 

盐型 50～150 

l～3 

30～40 

5～2O 

 ̂ 妇 

laxa 

karelini 

h~iaa 
laxa 

ramoslssima： elonga 

K．follatum 
N．sibirica：H．caspica 

leptostachys 

elongata： caspica 

A spar4folia 

G． ，枷 IⅡ 

H．strobilaceum 

低水位 龟裂盐土 8～10 ramoslssima hispida； kare／／n／／ 
一 中盐 <10 leptostachys IV．sibirlca；K．fo／／atum 
型 8O～120 10～20 ／axa austra／／s 

+表格中数字来源于刘铭庭 及杨维康 。 

3．3 群落演替 

刚毛柽柳作为盐生荒漠的建群种，常常与盐柴 

类植物，如盐穗木 、盐节木、盐爪爪相伴而存在。孙 

学刚等 认为建群种的刚毛柽柳与盐穗木、盐节木 

具有一定程度的生态联结。前者为柽柳属植物由旱 

生生境向盐地生境适应辐射的生态类型，即盐地生 

境的侵入者，具有随机扩增的势头；而后者代表典型 

的多汁盐柴类型，对盐地生境有很强的占有能力。 

二者在“侵入”与“侵占”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广泛 

的作用界面，并在相对稳定的生境基质上保持着较 

大空间尺度的共存与排斥的暂时平衡。在现存生境 

基质未发生很大扰动的前提下平衡将会持续下去。 

当环境发生巨变或人为干扰 ，如河流改道或大规模 

水利工程，刚毛柽柳群落的暂时平衡将会打破，群落 

会发生进一步的演替。演替方向主要取决于地下水 

位的升降以及相应的土壤盐渍化程度：如果地下水 

位上升，土壤盐渍化加重 ，它将为典型的多汁盐柴类 

荒漠所代替；如果地下水位下降，旱化较强，将加强 

土壤沙化，该群落类型有可能朝着超旱生小灌木 

(如黑果枸杞及白刺)荒漠方向发展。因而可见，刚 

毛柽柳盐漠属于比较脆弱的生态系统 ，仅具有相对 

稳定性。对其天然植被应加强保护，避免过渡放牧 

和樵采，只有建立在充分的科学论据基础上，才可以 

进行适度的土地开发和水利建设。 

4 刚毛柽柳的生态、生理适应性 

刚毛柽柳盐漠建群种的地位是与其生态、生理 

适应性分不开的。 

4．1 生态适应性 

根据多年的野外调查，发现刚毛柽柳多生长在 

荒漠区河漫滩淤积、冲积平原和湖盆边缘的潮湿和 

松陷盐土及盐碱化草甸和沙丘间沙质盐碱地上，在 

次生盐渍化的灌溉田地上也有生长。生态幅较宽。 

其生境特点是地下水位高，土壤湿润，盐碱化。调查 

分析的结果表明 ，刚毛柽柳对主要生态因子的 

适应范围为：地下水位 l～3．5 ITI，强矿化，含盐量在 

3．02％ ～l9．07％之间，pH为 7．6～9．7，化学成分 

以SO：一一cl一或cl一一SO：一为主，土壤为盐化草甸 

土、草甸盐土、典型盐土或次生盐渍化土壤。 

刚毛柽柳的耐盐性强，在低密度情况下，生长旺 

盛，灌丛个体大，分枝多，基径也大。 

一～一一一 {i垂 

土 

盐∞ ∞ 煳 披 ，、则 ，、 

柽肉灌 木组 稚柏糕 煳 

刚 柳 质 席半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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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理适应性 

刚毛柽柳对盐碱生境的适应是以其生理特性为 

基础的。研究结果表明，它具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和 

多方面的生理机能。 

4．2．1 对盐分适应机制 

4．2．1．1 形态结构的适应 

刚毛柽柳是泌盐能手，常能看见其抱茎叶及营 

养枝上有白色的盐粒结晶。刚毛柽柳泌盐腺深陷于 

表皮之下，单位面积数 目多，为嗜盐植物  ̈。笔者 

对刚毛柽柳营养枝解剖结构的研究发现具发达的表 

皮毛及乳状突。刚毛柽柳是典型泌盐性盐生植物， 

大量的盐分随水分运移排出体外 ，发达的表皮毛有 

利于水分的丧失  ̈，增大排盐效率，保证了其在重 

盐碱环境中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此外 ，刚毛柽柳 

髓部含大量单宁物质，可能有助于植物从含盐量高 

的土壤中吸收水分，抵制高盐下的水分胁迫。 

4．2．1．2 耐盐机制 

(1)拒盐。刚毛柽柳的根对盐离子的通透性很 

低。随着根际盐分浓度从 50 mmol·L 增加到 200 

mmol·L～，被柽柳排斥在根外的盐分从 89．9％增 

加到96．8％_6 J。一般而言，盐生植物具备通过调节 

根系渗透性进而调节进入植株体内离子含量的能 

力 14]，Scholander将这种 现象称作 “超级 过滤系 

统 ”̈ 。可见，刚毛柽柳具有拒盐的本领，可通过根 

的低透性来拒绝过度盐离子的伤害。 

(2)耐盐。刚毛柽柳细胞内盐离子含量比较高 

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正常的代谢活动。研究表明， 
一 天当中被刚毛柽柳根系吸收的 Na 约有 64％ ～ 

77％被分泌出去，其余的累积在植物叶当中，这些存 

留的离子在夜 问、蒸腾低或 湿度高 时被 分泌 出 

去 J。其他盐 生 植 物 也 有 体 内积 累盐 分 的现 

象 。̈’”J。说明刚毛柽柳与其他盐生植物一样 ，体内 

可忍耐一定程度的盐分积累。 

(3)泌盐。刚毛柽柳是典型的泌盐性盐生植 

物。刚毛柽柳泌盐的效率受相对湿度的影响，而与 

蒸腾速率呈负相关关系，另外，其泌盐效率还明显受 

水分胁迫的影 响 J。刚 毛柽柳是潜水性盐 生植 

物  ̈，喜生长在地下水位高、土壤湿润的环境中，如 

果满足了泌盐调节盐分时所需要的水分供应，可增 

大排盐效率。 

4．2．2 水分生理特性 

高海峰  ̈对中国柽柳属植物的水分状况进行 

了研究，指出刚毛柽柳通过水势 、相对含水量、持水 

力、蒸腾强度等一系列水分生理的调节来达到抵抗 

水分生理胁迫的目的。王霞 。。用土壤缓慢水分胁 

迫处理刚毛柽柳，发现刚毛柽柳持水力强，相对含水 

量下降幅度小，干旱处理后仍能保持 71．66％的相 

对含水量。此外，在土壤缓慢水分胁迫条件下，细胞 

膜透性缓慢增加，但相对于其他柽柳种来说 ，增加比 

较平缓，反映出刚毛柽柳膜系统在高盐逆境下有较 

强的稳定性。 

此外，刚毛柽柳能够通过渗透调节 、脱水保护 、 

代谢调整等多种途径来抵抗水分胁迫。 

4．2．2．1 渗透调节物质的积累 

对刚毛柽柳进行缓慢水分胁迫 ，发现在整个干 

旱处理过程中，脯氨酸(Pro)含量成倍增加，中后期， 

Pro含量达最大值，末期，Pro积累含量急剧降低 。 

Pro是氨基酸中最为有效的渗透调节物质，柽柳体 

内 Pro成倍增加保持了细胞与环境渗透平衡，防止 

了植物体内水分散失，还有可能直接影响体 内蛋白 

质的稳定性。 

4．2．2．2 脱水保护物质的积累 

糖类具有在水分亏缺时保护膜系统及其他生物 

大分子免受破坏的作用 。。 

在土壤缓慢水分胁迫条件下，刚毛柽柳属植物 

可溶性糖含量持续增加，至干旱后期，柽柳中糖类大 

量积累，比正常供水条件下增加数倍 ̈ 。严重干旱 

会使植物体渗透调节能力丧失，而脱水保护物质糖 

类恰好补偿了渗透调节物质的丧失，更深一步防止 

水分亏缺。 

4．2．2．3 无机离子的积累 

许多植物在渗透胁迫下细胞内积累 K ，一般 

认为 K 也具有渗透调节的作用[231。在整个胁迫处 

理过程中，刚毛柽柳均主动积累 K ，K 积累持续增 

加，直至胁迫结束 。刚毛柽柳 K 积累在干旱处 

理末期含量达最高，可能与可溶性糖一起补偿干旱 

处理末期 Pro的含量急剧下降，维持低水势，从而维 

持正常的细胞功能。 

此外 ，刚毛柽柳 Na 在土壤缓慢水分胁迫条件 

下主动 积 累，至 干旱 处 理 后 期，Na 含 量 增 加 

81．O％ t 21 J
，可能参与植物细胞的渗透调节。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刚毛柽柳在水分胁迫条件 

下，一方面主动积累 Pro、可溶性糖类等相容性溶 

质，其体内的 Pro、可溶性糖在抗旱方面发挥一定的 

作用 ；另一方面，调控 K 运输系统 ，K 、Na 离 

子共同参与调节渗透压，进而达到在水分胁迫条件 

下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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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of Tamarix hispida W illd Communities and Its 

Ecological&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 

ZHANG Dao．yuan ’ ，YANG W ei．kang ' ，PAN Bo．rong - ，YIN Lin．ke ’ 

(1．Xinjiang Institute of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Urumqi 830011，China；2．Turpan Eremophytes Botanical 

Garden，Chinese Academy ofScOnces，Turpan 835008，Xi~mng，China) 

Abstract：The ec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s of Tamarix hispida Willd and characters of its communities 

are studie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obtained：① hispida is a salt．tolerant shrub， 

and often distributes on fiver or lake bank．② The floristic composition of community is very simple。the fundamen— 

tal component is the Mediterranean and Central，·Asian element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xerophytes or halo—． 

phytes that developed during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ithdrew．③ According to salt content and underground 

water depth，three sub—communities are provided．④ The adaptation to salt environment of hispida lies in resis— 

ting water loss and regulating salt contents in the body．⑤ hispida salt desert is relatively frail and should be 

prevented from overgrazing or over—disafforesting．At last．a distribution map of hispida in Xinjiang is given in 

the paper． 

Key words：Tamarix hispida；community structure；ec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de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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