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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柳属植物生境多样性研究． 
杨维康 张立运 林克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综合的具有复杂棚互关系的概念，研究内容多种多样 生境多样性的研究与 

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从柽柳分布区中土壤的盐分、水分、有机质及土壤基质的角度 ，揭示出新 

疆柽柳属植物生境的多样性与关联性-并提出了柽柳属植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举措 

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综合的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的概念，研究内容多种多样。其中，生境多样性 

的研究与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是生物群落多样性甚至整个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基本 

条件 它与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化一起构成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其中．生境是指植物 

个体、种群或植物群落，在其生长、发育和分布的具体地段上，各种环境因子的综合作用 本文 

所提到的生境主要是指无机环境，如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 

荒漠化与盐碱化是目前人类面临的两个环境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干旱区尤其突出。柽柳科 

的柽柳属植物作为中亚荒漠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而在干旱区、半干旱区的广大沙荒地和盐碱 

化土壤上广泛分布。它以其多种独特的生物、生态学特征和重要的生态、社会经济作用已经引 

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因此，新疆柽柳属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以及柽柳属植物的持续利用无疑将对中国 

西北干旱区自然环境的维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柽柳属植物分布地的土壤状况 

人手，对新疆柽柳属植物的生境进行探讨，划分出柽柳属植物的几种生境类型。 

1 柽柳属植物在新疆的分布及其成因 

柽柳属植物在我国有18种1变种，新疆天然分布的有l6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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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中心。 

新疆境内，向南，柽柳属植物可分布到北纬37。的昆仑山中麓、阿尔金山北麓广大的沙壤质 

冲积扇上；向北，可分布到北纬46。的乌尔禾地区；向西，柽柳属植物最远可到达东经76。的哈拉 

俊地区；向东，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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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及艾比湖湖滨区；玛纳斯河 

中下游流域及玛纳斯湖湖滨区；将军庙西的三个泉。此外，除上文中提到的乌尔禾，还有伊吾北 

淖毛湖戈壁；安集海区；北塔山南的黑山头；哈密西的南湖地区等均有一定面积和盖度的柽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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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植物分布。分布区多位于湖滨、沼泽、泉水溢出地，土壤以壤质土为主。 

塔里木盆地内，柽柳属植物主要沿塔里术河流域及塔里木河水系的叶尔羌河与阿克苏河 

两河流域分布。其中，塔里术河流域是新疆柽柳属植物最大的分布区，分布区面积达100× 

1o hm。，占新疆柽柳属植物分布区总面积的18．75％。此外，孔雀河流域，克里雅河中游策勒、于 

田两县境内，尼雅河流域，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乔喀塔格山以南区域等均有一定面积的柽柳属 

植物广泛而极其稀疏的分布，这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下水位相对较高有关。盆地内分布区多位 

于河流两岸，土壤以沙质土稍多，壤质土与沙质土镶嵌分布。 

柽柳属植物在新疆广泛的分布和发展的原因在于：该属植物抗旱、抗盐、抗热、喜沙、喜水； 

主要生长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冲积、淤积盐碱化平原和河滩地上。因此 ，柽柳属植物的分布往 

往与干旱地区盐渍化土壤的形成有密切联系 新疆处在我国西jE部、亚洲大陆内部的荒漠地 

区，由于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土壤普遍盐渍化，平原低地地下水的矿化度也普遍较高，以致柽柳 

属植物广泛的分布与发展。 

柽柳属植物的几种生境类型 

柽柳属植物的分布很大程度受土壤因素的制约。伴随着不同类型的土壤，其中的理化性状 

亦有较大差异，土壤中的盐分、水分和有机质的含量相应亦发生变化，从而构成了柽柳属植物 

多种多样的生境类型。 

2．1 风沙土生境类型 

这一类型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分布面积最大的一个类型。地表组成物质大部分为疏松 

的砂粒，不断处在吹蚀、搬运和堆积作用交替进行的过程中。风沙土有机质含量极低．一般在2． 

Og／kg一4．Og／k 之阃。盐分含量随地貌等因素影响，差异较大，在1．Og／kg一20g／kg之间。机 

械组成以砂为主，而且颗粒组成十分均匀。 

2．1．1 流动风沙土生境类型 流动风沙土全由流动沙丘组成，高度数米至数百米不等。 

其剖面无层次划分，垒为松沙，只有干湿沙层之分。潜水埋深5m—lOm以下，丘问地有时潜水 

位较高，潜水矿化度在1g／L一1Og／L之间。土壤有机质含量小于2g／kg。盐分含量低，在 

1．Og／kg--2．og／kg之间 只在丘问低地极稀疏的生长着多枝柽柳(Tamarix ramossJma)和塔 

克拉玛干柽柳(T．taklamakanesis)，有时偶见安氏柽柳(T．androssowii)，大风后时常被流沙掩 

埋。 伴生植物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沙拐枣(Calligolum sp)，骆驼刺(Alhagi sP 

arsifolia)、河西菊(Henlxinia pol ichotoma)、沙米(Agriophyllum squarrosum)等。植被覆盖 

度在1 5‰以下。该生境主要分布在沙漠腹地。 

2．1．2 半固定、固定风沙土生境类型 半固定风沙土由半固定沙丘组成，地表在薄的枯 

落物层并形成厚lcm一1．5cm的结皮。结皮之下是厚30cm一50cm的柽柳枯落物与沙的混合 

层。枯落物多未分解，湿沙层一般在40cm～60cm以下，有机质含量小于2gAg，盐分含量在2． 

0g／kg一6．Og／kg之问，表层含量高于下层。固定风沙土由固定沙丘组成，地表往往有一层柽柳 

当年脱落的枯枝落叶。枯落物层以下是厚5cm～lOcm的结皮层。结皮层以下是厚1m以上的沙 

与柽柳枯落物的交错层，这是因每年的枯落物皆被沙覆盖所致。柽柳枯落物多呈半分解状态保 

留在剖面中。固定风沙土有机质含量在3g／kg--4g／kg之间，表层含量稍高于下层。易溶盐含量 

因地貌不同变化较大，在2．0g／kg～20g／kg之间。潜水埋深5cm一1Om，矿化度1g／L一3og／L。 

在这一生境中，多枝柽柳、多花柽柳(T．hohenackeri)、细穗柽柳(T．1eptostachys)最为常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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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群落中混有短穗柽柳(T．1axa)、甘肃柽柳(T．gansuensis)、长穗柽柳(T．elongata)。伴生植 

物 有芦苇、骆驼刺、盐生草(Halogeton spp)、花花柴(Karelinia caspica)、苦豆子 (Sophora 

alopecuro[des)等。植被盖度在1 5‰--50‰之间。该生境主要分布在沙漠边缘及深^沙漠中的 

河流两岸。 

2．2 草甸土生境类型 

该生境土壤潮湿，水分状况良好，具有腐质表层且土表层具有氧化还原特征层。地下水埋 

藏深度一般1m一3m，矿化度较低，为lg／L 3g／L。土壤有机质含量log／kg～25g／kg。草甸土 

盐渍化普遍且有苏打盐化现象。土壤质地变化较大，以砂壤为主。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的草甸 

土由于干旱高温．土壤水分含量较低，土表多有不同程度的盖沙现象。 

2．2．1 前山河谷河滩生境类型 该生境海拔相对较高，一般在1500m一2000m左右 ，最 

高可以分布到2500m。多位于天山南北麓前山河流出山口河滩上及砾石戈壁溪水冲沟旁。土壤 

为砂砾质，有时砾石较大，径级达3cm--5cm。土壤腐殖质少，有机质含量低。地下水为埋藏不深 

的淡水。年平均气温亦较其它生境低。山川柽柳(T．arcenthoides)仅分布在这一生境中，这可 

能与其耐盐性差有关。与山川柽柳一同分布的是多枝柽柳。伴生植物有胡杨(Populus euphrat— 

ica)、白柳(Salix alba)、拂子茅(Calamagrostis)、罗布麻(Poacynum hendersonii)、芦苇、石刁柏 

(Asparagus officinalis)等。 

2．2．2 河漫滩草甸土生境型 该生境土壤受地下水的浸润，植被生长发育较好。土壤有 

机质含量在15g／kg一30g／kg之间，准噶尔盆地内该生境有机质含量较塔里木盆地内高。草甸 

土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盐溃化现象普遍并有苏打盐化现象；其次，草甸土土壤质地变化大，受 

分布的地貌部位和成土母质的影响，地域性差异较大。在这一生境中生长着多枝柽柳、多花柽 

柳、短穗柽柳、刚毛柽柳(T．hispida)、长穗柽柳等。伴生植物主要有：苦豆子、胀果甘草(Gty— 

cyrrhiza inflata)、骆驼刺、芦苇、大花野麻(Poacynum pictum)、花花柴、牛皮消(Cynanchum 

kashgaricum)等。群落盖度在35‰一6O‰以上。该生境主要分布在河流的河滩低阶地、三角洲、 

冲积洪积扇扇缘、湖滨地带。 

2．3 吐加依土生境类型 

吐加依土生境类型是以荒漠地区河流两岸及扇缘地带地下水溢出带呈走廊式分布的胡杨 

林及灌木林下的土壤为基础的生境类型。该生境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和田河和克 

里雅河中下游两岸。地下水埋藏较浅，一般lm一5m，矿化度较低lg／L一3g／L。土壤质地组成较 

粗，以砂粒和粉砂粒为主，其含量常达70％一80‰以上。与其他生境类型的主要区别是：吐加依 

土生境土表具有特殊的表层 叶垫表层 

2．3．1 胡杨幼林为背景的吐加依土生境类型 这一生境类型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高 

位河滩地上，水分条件较好，定期受到洪水泛滥的补给。潜水深度一般在1m一1．5m左右，并且 

是流动的淡水。土壤一般为冲积细沙质，无明显的枯枝落叶层，腐殖质层也较薄，有机质含量5． 

8g／kg 20．8g／kg。土壤含盐量较低，平均12．85g／kg左右，通常不发生盐溃化。胡杨幼林下主 

要分布着柽柳幼苗．1m 面积上可达38株。多枝柽柳、多花柽柳和长穗柽柳多见于此。伴生植物 

主要有：莎草(Cyperus)、镳草(Scirpus)、大花野麻、胀果甘草、芦苇等。这一生境类型是柽柳属 

植物群落发生、发育的良好场所。 

2．3．2 胡杨成熟林为背景的吐加依土生境类型 这一生境类型普遍分布在河流的一级 

阶地、天然堤上，或在冲积锥中部的河床甜近 土壤是冲积的粉沙一抄壤土或沙土，表层常有显 

著的盐结皮，但下层盐溃化轻微或无，土壤平均含盐量25．24g／kg。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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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Og／kg，地表枯枝落叶层较厚 }水深度一般在2m～4m以下。洪水一般已不能淹漫到这里 

胡杨林问的空地上主要生长着多枝柽柳、刚毛柽柳和细穗柽柳。伴生植物有：甘草、骆驼刺、花 

花柴、牛皮消等。 

2．3．3 过熟衰败胡杨林为背景的吐加依土生境类型 这一生境类型多分布在塔里木盆 

地中干河床附近段沙漠边缘 这里由于河流改道或断水，地下水补给来源缺乏，潜水埋藏很深 ， 

在4m～8m 或更低，矿化度升高，土壤沙化盐化作用强烈。土壤有机质含量在11．2g／kg一 

21，4g／kg之间，含盐量在25．79g／kg—l1 5．5g／kg之间。胡杨普遍衰退和死亡．林下有少数柽柳 

个体残存，以多枝柽柳为主，分布极稀疏 伴生植物为偶见的几株野麻和芦苇。柽柳群落在这种 

生境下已不能天然更新。 

2．4 盐土生境类型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气候极端干旱，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 促使含盐的地下水不断 

蒸发而将易溶盐分聚集在土表和土体中，在沙漠边缘及沙漠腹地局部地区造成大面积的盐渍 

土。盐土有机质含量低，柽柳林盐土有机质含量平均为10．4g／kg，沙漠地区小于5g／kg；盐分含 

量高，1OOcm土层平均含盐量50g／kg～80g／kg。 

2．4．1 高水位盐土生境类型 该生境地下水埋深在lm一2．5m之问，矿化度为5g／L一 

20g／L或更高。地表通常有盐霜和薄盐结皮层，腐殖质一般比较明显。土壤通体湿润。盐土表层 

30cm的平均含盐量一般为50g／kg～150g／kg。这一生境中主要生长有多枝柽柳、短毛柽柳、刚 

毛柽柳，此外也有少量的细穗柽柳、长穗柽柳。伴生植物有：里海盐爪爪(Kalidium caspicum) 

西伯利亚白刺(Nitraria sibirica)、盐角草(Salicomia europaea)、碱蓬(Suaeda)等。这一生境通 

常分布于河流两岸一、二级阶地、河闾低地及湖滨地带 

2．4．2 低水位盐土生境类型 该生境土层一般2m以内都很干燥。地下水位一般在5m 

以下，矿化度10g／L～30g／L。土壤有机质含量10g／kg--2Og／kg。地表植被很少，表层紧实．有时 

有薄结壳或结皮屠。盐分并不完全集中在表层，土壤剖面中下部有含盐量较高的层次，中下部 

有粘土隔层或盐磐层出现，并常出现盐结晶和石膏晶粒 这一生境中生长有刚毛柽柳、短穗柽 

柳、短毛柽柳、长穗柽柳。伴生植物有：盐穗木(Ha[ostachys caspica)、盐节朱(Ha[ocnemum 

sp．)、黑果枸杞(Lycium ruthenicum)、花花柴、芦苇等。该生境多分布于天山南麓诸太河流冲 

积扇的下部、山前古老冲积平原上 

3 各生境类型的分布特点及相互转换的内在机制 

以塔里木河流域为例。各生境类型受塔里木河现代水系布局的影响，自河岸向外沿河流呈 

条带状分布。在现代河流两侧，地下水来源丰富，矿化度较低，构成河漫滩草甸土生境类型：河 

流一、二级高河漫滩阶地上，分布着以胡杨林为背景的吐加依土生境类型；离河较远的地方 ，如 

河问低地，地下水朴给减少，潜水位下沉，潜水矿化度升高，又无洪水冲刷，构成盐渍化生境类 

型，但一般不形成完整连续的带状分布；河流流域外侧与沙漠相接，土壤水分、有机质含量进一 

步降低，构成风沙土生境类型。因此，自河岸向外依次分布着草甸土 吐加依土、盐土、风沙土生 

境类型。 

土壤中水分、盐分、有机质的含量差异及土壤的不同发育阶段构成了多种多样的柽柳属植 

物生境类型。因此，当土壤中的水、盐、有机质组成发生变化后，生境类型亦相应改变，在其中生 

长的柽柳属植物的种类组成亦相应转变 盐分含量低、水分条件好、有机质含量较高的草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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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类型．当河流改遭变迁，水分状况恶化时，即发生荒漠化过程一最终转变成风沙土生境类 

型 反之，河流改道后流经的风沙土生境又将转变成草甸土生境类型。沿着盐分变化的方向，草 

甸土生境亦可因地下水蒸发导致盐分聚集而转变成盐土生境类型 而盐土生境类型当流沙侵 

入时，水盐均发生变化，柽柳固定流沙形成沙包，盐土类型转变成风沙土生境类型 由此可见， 

沿着水分变化的方向，各生境类型可相互转换；沿着盐分变化的方向一各生境类型亦可相互转 

换 当一种生境类型发生变化时．伴随着土壤盐分、水分、有机质和土壤物理性状的变化，其中 

生长的柽柳种类亦相应转变， 

4 柽柳属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柽柳林困其依水而生，依水而存，多分布于新疆各大河流两岸，而被称为“荒漠河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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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理的农业用水浪费了大量的 

水资源使许多河流下游断流，造成沿河流下游两岸大面积的柽柳林衰亡 同时，不加限制地樵 

采．致使沙漠地区的柽柳林遭到很大破坏．导致环境恶化，荒漠化土地面积逐年扩大。因此，作 

为干旱地区的新疆 ，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利用和加强人工管理杜绝毁灭性的樵采并开展 

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以提高其对柽柳林保护的意识皆为柽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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