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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漫长历史时期的气候条件对生物多样性的现代分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以
孑遗植物为优势种群落的分布格局、种群更新类型与适应策略，可揭示气候变化下孑遗植
物的残存机制。本文以孑遗植物的群落生态学研究为视角，在综述孑遗落叶阔叶树种的定
义、分布与生境特征、种间关系、种群更新与群落维持、植物性状与生境响应的基础上，提出
在区域孑遗植物多样性研究中，应从微地形-植被关系入手，应用微地形单元的分类体系与
手法，以微地形单元上斑块状植物群落为对象，分析其生境特征、种群结构、群落动态以及
植物性状，揭示微地形梯度孑遗植物群落的分异格局，阐明区域内多种孑遗落叶阔叶树种
的共存机制; 结合植物群落谱系结构分析，进一步阐明孑遗植物群落的残存机制，有助于丰
富我国亚热带山地植物多样性研究及保护生态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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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与环境关系的视角下，探究生物多样性

的形成和维持机制是现代生态学的研究目标和主要

内容( Krebs，2009) 。孑遗落叶阔叶树种( 以下简称

孑遗树种) 作为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贡献类群，

大多残存于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内 ( 沈泽昊

等，2000; Tang ＆ Ohsawa，2002; Da et al． ，2009 ) ，形

成不连续的种群和群落斑块，成为亚热带山地植被

的特色( 沈泽昊等，2000 ) ; 部分种类也可分布在丘

陵地区和山地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中，成为林窗、沟
谷等 生 境 的 优 势 种 ( 达 良 俊 等，2004; 杨 永 川 等，

2005; Da et al． ，2009 ) 。而亚热带地区长期受人为

活动的影响，地形地貌、河谷走向、森林水文等发生

改变，致 使 生 境 片 断 化 加 剧 ( 宋 永 昌 和 陈 小 勇，

2007) ，丧失了植物赖以生存的原有生境( Brook et
al． ，2003; Koh et al． ，2004) ，尤以低海拔地区影响最

为严重( Da et al． ，2009) ，孑遗树种成为当前全球气

候变化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热点之一( Root et
al． ，2003; Lopez-Pujol，2006) 。

孑遗树种的生态学研究多限于单个物种，涉及

其定义( Milne ＆ Abbott，2002; 吴征镒等，2006 ) 、地

理分布格局( 张殷波和马克平，2008 ) 、以种为单位

的种群及群落生态学( 贺金生等，1995; Sakai et al． ，

1995; 金则新，2002) 、基于遗传多样性的种群濒危机

制( Li ＆ Jin，2008) 和繁育技术开发( 汪传佳和李晓

庆，2002) 等方面。有关区域内习性各异孑遗树种

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和维持机制研究也开始受到关

注( 沈 泽 昊 等，2000; Da et al． ，2009; Wei et al． ，

2010) ，并将逐渐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持与保护

研究的重要方向。
因此，基于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区孑遗树

种长期共存的现状，从定义、分布与生境特征、种间

关系、种群更新与群落维持、植物性状与生境响应等

5 个方面进行综述，并提出具体研究思路，旨在揭示

孑遗树种的共存机制，指导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就

地保育。

1 孑遗落叶阔叶树种的定义

孑遗植物，指起源久远，在新生代第三纪或更早

时期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后因地质和气候变化使

其分布区逐渐缩小( Fryxell，1962; Denk et al． ，2001;

Calleja et al． ，2009) ，在生物避难所保留下来的物种

( Tzedakis et al． ，2002; Calleja et al． ，2009) 。依据其

年龄和起源可划分为: 第三纪前的、第三纪的、冰期

的、间 冰 期 的、冰 后 期 的 5 种 类 型 ( 吴 征 镒 等，

2006) ，其中以阔叶成分为主的第三纪孑遗植物区

系最为丰富。目前，第三纪孑遗植物区系主要分布

在东亚、北美东南部和西部、欧洲西南部的暖湿区

域，包括落叶木本、常绿木本和草本 3 大类群; 以落

叶木本种类最多，是构成第三纪植物区系的主要成

分( Milne ＆ Abbott，2002; Calleja et al． ，2009) 。
孑遗树种的近缘类群多已灭绝 ( Denk et al． ，

2001; Calleja et al． ，2009 ) ，大部分为单科、单属种，

保留了远古祖先的原始性状，被列为珍稀濒危物种

( 傅立国，1989 ) 。长期进化过程中，孑遗树种经历

气候变 化 后 在 局 部 区 域 保 留 了 下 来 ( Tzedakis et
al． ，2002; Calleja et al． ，2009 ) ，呈不连续的间断分

布和替代分布( Tang ＆ Ohsawa，2002; ztürk et al． ，

2008) 。目前种群分布的范围较小，生境条件特殊，

多分布在干扰频繁的沟谷、陡坡( Sakai et al． ，1995;

Denk et al． ，2001; Wei et al． ，2010 ) ; 常与后期演化

的物种存在竞争关系( Tzedakis et al． ，2002; Pulido
et al． ，2008) ，种群更新与竞争能力( 如扩散等) 较弱

( García et al． ，1999; Hampe ＆ Arroyo，2002; García，

2003) ，且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Hampe ＆ Ar-
royo，2002) 。

2 孑遗落叶阔叶树种的分布及生境特征

孑遗树种在地理分布上呈不连续的间断分布或

替代 分 布 ( Tang ＆ Ohsawa，2002; ztürk et al． ，

2008) 。如北美枫香(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枫香

( L. formosana) 、缺萼枫香( L. acalycina) 、苏合枫香

( L. orientalis) 呈北美-东亚-地中海间断分布( ztürk
et al． ，2008) ; 连香树( Cercidiphyllum japonicum) 和领

春木属( Euptelea) 则间断分布于中国和日本( Tang
＆ Ohsawa，2002) ; 而银杏( Ginkgo biloba) 、珙桐( Da-
vidia involucrata) 、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is ) 、香

果树( Emmenopterys henryi) 、蓝果树( Nyssa sinensis) 、
青钱柳( Cyclocarya paliurus) 、青檀( Pteroceltis tatari-
nowii) 等多数种类仅残存于我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地区( Lopez-Pujol et al． ，2006 ) ，且地理分布交互

重叠，呈现局部区域内长期共存格局 ( 沈泽昊等，

2000; Da et al． ，2009) 。
孑遗树种分布的生境特征研究多以单个种群为

主，其生境条件比较特殊，常生长在干扰频繁的陡

坡、山麓、河岸、沟谷等不稳定地形，或混生于坡地的

常绿阔叶林内。如西班牙伊比利亚 半 岛 ( Ib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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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nsula) 欧鼠李( Frangula alnus subsp. baetica) 主

要分布在溪流边( Hampe ＆ Arroyo，2002 ) 。葡萄牙

桂樱( Prunus lusitanica) 喜生在湿润林隙和河谷边，

适应水分的生态幅较广( Pulido et al． ，2008) 。土耳

其的苏合枫香主要分布在海拔 150 ～ 450 m 含有砾

石的沟谷( ztürk et al． ，2008 ) ，而我国的缺萼枫香

生于海拔 800 m 以上陡坡、山脊处，与常绿树种混

交，枫香则分布在低山丘陵的沟谷、坡地次生林内

( 商侃侃等，2011) 。珙桐主要分布在含有大量砾石

碎片的河谷两侧或陡坡上( 贺金生等，1995; Tang ＆
Ohsawa，2002) 。连香树生长在陡坡、河谷等不稳定

生境( Kubo et al． ，2005; Wei et al． ，2010 ) ，领春木

( Eupetlea pleiospermum) 则大都生长在有不断地表干

扰的沟谷、沟壑或山麓林缘( 何东等，2009 ) 。香果

树分布 在 山 坡 谷 地、深 山 沟 谷、溪 边 ( 康 华 靖 等，

2007; Li ＆ Jin，2008) 。但区域内多种孑遗树种分异

格局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仅在我国中西部山地有

相关 研 究 报 道 ( 沈 泽 昊 等，2000; Tang ＆ Ohsawa，

2002; Wei et al． ，2010) 。
作为解释物种共存机制的假说，地形梯度上异

质生境对植被分异格局形成的影响受到大量关注

( Hara et al． ，1996; 杨永川和达良俊，2006; Wang et
al． ，2009; Poulos ＆ Camp，2010 ) 。地 形 通 过 形 态

( 如起伏等) 的变化、地貌过程( 崩塌、搬运和堆积

等) 控制了光、热、水和土壤养分等因素的空间再分

配( Nagamatsu ＆ Miura，1997; Kikuchi，2001 ) ，形成

了空间异质性生境，为物种共存提供了条件。作为

中尺度的地形单位，丘陵、山地可进一步划分为上部

坡面和下部坡面两部分，上部坡面包括顶坡、上部边

坡、谷头凹地等，下部坡面包括下部边坡、麓坡、泛滥

性阶地及谷床等微地形单元( Kikuchi，2001) 。微地

形单元之间由于不同的地貌过程和水文条件，其土

壤形成过程、水分和养分存在明显差异( Kikuchi ＆
Miura，1993; Nagamatsu ＆ Miura，1997) ，加上不同类

型、规模和频度的干扰，可形成具有不同优势种的微

地形植被分异格局( Sakai ＆ Ohsawa，1993; Nagamat-
su et al． ，1997) 。中国东部亚热带低山丘陵常绿阔

叶林植被分异与微地形关系研究也表明，常绿树种

多占据上部边坡和下部边坡等较稳定的微地形单

元; 而孑遗树种除出现在常绿阔叶林的林窗外，多分

布在下部坡面的麓坡、泛滥性阶地及谷床等不稳定

的微地形单元，种群和群落维持受到地表干扰和土

壤条件的强烈影响( 杨永川等，2005 ) ，是研究植被

分异与微地形关系的理想对象。因此，从微地形-植
被关系入手，研究亚热带微地形梯度孑遗树种的分

异格局及其环境解释，是解释本地区习性各异孑遗

树种大量共存的重要途径之一。

3 孑遗落叶阔叶树种之间及与其他树种的关系

孑遗树种与后期演化的物种间存在竞争关系

( Pulido et al． ，2008; Calleja et al． ，2009 ) ，常以共优

种或次优种地位与其他阔叶树种构成混交林( 贺金

生等，1995; 沈泽昊等，2000) ，在一些局部特殊生境

形成以其为优势 种 的 顶 极 群 落 ( Tang ＆ Ohsawa，

2002) 。神农架山区的珙桐、水青树、连香树等共存

于河岸植被带的林冠层，领春木为灌木层主要构成

种( Wei et al． ，2010 ) ，在四川峨眉山的陡坡上也存

在相似的群落( Tang ＆ Ohsawa，2002) 。三峡大老岭

地区香果树与银鹊树( Tapiscia sinensis) ，珙桐、白辛

树( Pterostyrax psilophyllus) 、领春木与青钱柳的种间

呈 正 关 联 ( 沈 泽 昊 等，2000 ) 。在 日 本 北 部

Kanumazawa 河岸林中，由连香树、日本七叶树( Aes-
culus turbinata) 和水胡桃( Pterocarya rhoifolia) 构成

共优 种 群 落 ( Suzuki et al． ，2002 ) ; 中 部 Chichibu-
Tama 保护区，连香树、水胡桃和象 蜡 树 ( Fraxinus
platypoda) 在 河 岸 林 林 冠 层 共 生 ( Sakio et al． ，

2002) ; 该区域的 Kiyosumi 山，领春木( Euptelea poly-
andra) 、野 桐 ( Mallotus japonicus ) 、灯 台 树 ( Cornus
controversa) 、海仙花( Weigela coraeensis) 和绣球属一

种( Hydrangea involucrate) 在滑坡迹地或斜坡上成为

群落优势种( Sakai ＆ Ohsawa，1993 ) 。我国四川峨

眉山以珙桐为优势种的群落内也常伴生栲属、润楠

属、山矾属的常绿树种( Tang ＆ Ohsawa，2002 ) 。浙

江天台山七子花( Heptacodium miconioides) 群落青钱

柳与野漆树(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 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 金则新，2002 ) 。重庆大娄山区银杏、红

豆杉( Taxus chinensis) 、红椿( Toona ciliata) 和川黄

檗( Phellodendron chinense) 等多种珍稀濒危植物共

存( 杨永川等，2011) 。说明孑遗树种间及与其他树

种间具有资源利用的相似性和生态位重叠性，表现

为一定的正联结关系，形成共优种群落。
孑遗树种多处于较为不利的群落地位，种间竞

争能力较差，与其他树种间也常表现为竞争排斥或

相互独立。日本北部 Kanumazawa 河岸林连香树为

优势种，而圆齿水青冈( Fagus crenata) 在缓坡上占

据优势( Suzuki et al． ，2002) 。中部 Kiyosumi 山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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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木与演替后期的常绿树种青冈( Quercus glauca) 、
柃木( Eurya japonica) 和落叶树种瓜叶槭( Acer cra-
taegifolium) 、枹栎 ( Q． serrata ) 存在分布上的差异

( Sakai ＆ Ohsawa，1993 ) 。湖南八大公山的水青树

与珙桐、白辛树为显著正关联，香果树、银鹊树与三

者均无显著关联性( 熊四清等，1996) 。浙江天目山

香果树、蓝果树、领春木、缺萼枫香、青钱柳、枫香间

存在 显 著 负 关 联 关 系，与 其 他 落 叶 树 种 化 香 树

( Platycarya strobilacea) 、雷公鹅耳枥( Carpinus vim-
inea) 、黄檀( Dalbergia hupeana) 也呈显著负关联关

系( 商侃侃，2013) 。浙江天台山七子花群落七子花

与其他树种的联结性不显著，种间关系上比较独立

( 金则新，2002 ) 。说明孑遗树种在局部生境中，利

用不同的资源或受到其他树种的竞争排斥，表现为

对各自微环境相应的适应策略，导致生态位分化。
可见，孑遗落叶阔叶树种之间及其与其他树种

的关系因种而异，其与后期演化的树种间既具有相

似的生态习性，也存在明显的竞争作用，尤其是与地

带性植被主要构成种间的竞争关系，故有必要进一

步阐释其不同机制。因此，在群落尺度上，通过种间

关联、生态位分析等研究孑遗树种间及与其他树种

的种间关系，可以深入解析树种间共生关系，揭示决

定其群落分异的生物因子。

4 孑遗落叶阔叶树种的种群更新及群落维持

植物的自然更新是增殖、扩散、延续种群以及维

持群落稳定的重要生态过程。有些物种因自然更新

能力较弱或受到环境压力影响，不能完成更新而被

其他物种淘汰，有些物种则通过多种更新方式延续

种群，维持其在群落中的地位及群落稳定( Kubo et
al． ，2005; Ky-Dembele et al． ，2007) 。不同物种甚至

同一物种在不同生境和干扰下，形成不同的生活史

策略( García et al． ，1999 ) ; 种群更新方式常以有性

繁殖和无性繁殖两者权衡决定，或以种子繁殖为主

( Hampe ＆ Arroyo，2002; Pulido et al． ，2008) ，或以萌

枝更新为主( Sakai et al． ，1995; Mejias et al． ，2002;

Kubo et al． ，2005) 。
目前，孑遗树种多呈孤岛状间断分布，种群更新

能力较 差 且 对 外 界 干 扰 极 为 敏 感 ( García et al． ，

1999; Hampe ＆ Arroyo，2002) ，但多数种类保留了原

始的古老性状( Lloret et al． ，1999) ，常产生大量风散

布或鸟类传布的种子，且具备不同的无性繁殖方式

( 表 1) 。珙桐的大种子多借助啮齿类动物传布，与

依靠风散布的连香树、水青树、领春木相比，具有较

高的幼苗成活几 率 和 生 长 机 会 ( Tang ＆ Ohsawa，

2002 ) 。连香树可以通过风散布的小种子扩散侵入

表 1 亚热带森林孑遗落叶阔叶树种的种子千粒重、传播方式和无性繁殖方式
Table 1 Seed mass per 1000 grains，dispersal agent and vegetation reproduction mode of main relict deciduous broad-leaved
trees in subtropical forests
孑遗落叶阔叶树种 种子千粒重( g) 散布方式 无性繁殖

喙核桃 Annamocarya sinensis － 鸟类 树干基部萌枝; 伐桩萌枝

伯乐树 Bretschneidera sinensis 591 风力 伐桩萌枝

喜树 Camptotheca acuminate 33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连香树 Cercidiphyllum japonicum 0. 5 ～ 0. 8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根萌蘖

青钱柳 Cyclocarya paliurus 200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根萌蘖

珙桐 Davida involucrate 6431 重力 树干基部萌枝; 伐桩萌枝

香果树 Emmenopterys henryi 0. 2 ～ 0. 3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根萌蘖

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102 ～ 120 风力 根萌蘖; 伐桩萌枝

领春木 Euptelea pleiospermum 1. 8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根萌蘖

银钟花 Halesia macgregorii 111. 7 ～ 124 鸟类 树干基部萌枝

掌叶木 Handeliodendron bodinieri 201. 6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伐桩萌枝

七子花 Heptacodium miconioides － 鸟类 根萌蘖; 伐桩萌枝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4. 5 ～ 6. 0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17 ～ 111 风力 伐桩萌枝

蓝果树 Nyssa sinensis 180 ～ 200 鸟类 树干基部萌枝

青檀 Pteroceltis tatrinowii 7 ～ 18. 7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紫茎 Stewartia sinensis 8. 5 风力 树干基部萌枝

银鹊树 Tapiscia sinensis 40 ～ 55. 8 鸟类 根萌蘖

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is 0. 1 风力 伐桩萌枝

资料来源: 傅立国( 1989) 、杨逢春( 1992) 和汪传佳和李晓庆( 2002) ; 无性繁殖方式参考 Ky-Dembele 等( 2007) ，“－”未查到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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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大 干 扰 后 的 裸 地 和 倒 木 生 境 ( Sakio et al． ，

2002) ，香果树、蓝果树、枫香也具有此特性，常在林

窗、林 缘 或 倒 木 上 呈 现 间 歇 型 更 新 ( 达 良 俊 等，

2004; 夏爱梅等，2004 ) ，使更新幼苗少受母株的影

响。
与种子繁殖相比，萌枝更新具有新生个体建立

快( Ky-Dembele et al． ，2007) 、幼苗早期对环境胁迫

抗干扰能力强及在种间竞争上占优势等优点( Beau-
det ＆ Messier，2008) ，对种群更新、群落维持以及植

被动态具有重要影响。萌枝更新又可进一步划为根

萌蘖、幼苗根颈萌枝、伐桩萌枝、树干基部萌枝和压

条 5 种类型，对植物的损伤修复和种群维持各有优

劣( Lloret et al． ，1999; Ky-Dembele et al． ，2007) 。领

春木( Sakai et al． ，1995) 、香果树( 康华靖等，2007) 、
连香树( Kubo et al． ，2005; 何东等，2009 ) 常具有根

萌蘖现象，可通过远距离的根部萌枝扩散种群; 枫

香、水青树、喙核桃( Annamocarya sinensis) 、伯乐树

( Bretschneidera sinensis ) 、鹅 掌 楸 ( Liriodendron
chinense) 、青檀等树种多以树干基部萌枝或伐桩萌

枝为主( 表 1 ) ，对干扰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连香

树、领春木也常形成丰富的主干基部萌枝( Sakai et
al． ，1995; Sakio et al． ，2002; Kubo et al． ，2005 ) ，导

致种群集群分布。不同微地形单元上银杏具有不同

的萌枝特性，沟谷生境萌枝率显著高于下部边坡和

崖锥( 杨永川等，2011) 。
在不稳定生境中，孑遗树种既可通过种子繁殖

方式定居到干扰后生境，亦可通过无性繁殖方式补

充零星的幼苗更新或干扰造成的损伤，扩大种群数

量( Sakai et al． ，1995; Kubo et al． ，2005) ; 在相对稳

定的森林群落中，一旦发生干扰形成林窗，无性繁殖

也是其修复林窗、维持森林稳定的重要方式( 沈泽

昊等，2000; 夏爱梅等，2004) 。因此，在不同微地形

单元上，分析孑遗树种的繁殖方式、更新类型和格局

及其对空间异质生境的响应，对阐明种群和群落的

维持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5 孑遗落叶阔叶树种的植物性状及生境响应

孑遗树种作为全球环境不断变化后的残留类

群，其形状和在化石中发现的植物基本相同，保留了

远古祖先的原始性状( Lloret et al． ，1999) ; 在长期进

化过程中，树种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发生变化，衍

生和发展了许多新的性状特征，构成与原来群落既

有区别又有相似性的群落。但有关孑遗树种及其群

落的植物性状研究集中于繁殖性状，从生物学的角

度探讨种群濒危机制( 贺金生等，1995) 。多数孑遗

树种的种子产量低、品质差，种子萌发需要经历一段

较长的休眠期，种子向幼苗转化成功机率低，形成的

幼苗数量少，且多以无性繁殖植株为主，导致遗传多

样性进 一 步 下 降 ( 贺 金 生 等，1995; Pulido et al． ，

2008; Calleja et al． ，2009) ; 种群水平上，个体数量减

少，更新能力差，长距离传播的成功率低( García et
al． ，1999) 。从其他植物性状指标探讨其对环境的

响应和适应的研究报道较少。
孑遗树种在不断环境变化下植物性状发生变

化，形 成 了 不 同 的 适 应 策 略 ( García et al． ，1999;

Denk et al． ，2001; Hampe ＆ Arroyo，2002; Wei et al． ，

2010) 。格鲁吉亚( Georgia) 温带湿润森林和湿地的

第三纪孑遗植物区系研究，通过分析植物分布和特

性，划分栎属、山核桃属、蓝果树属的种类为窄生态

幅物种的机会主义策略，多分布在非地带性群落中，

生境比较孤立; 槭属、椴属、梣属的种类常在机会主

义策略的窄生态幅种之后出现，为地带性植被的林

窗种和林缘种( Denk et al． ，2001 ) 。国内一些研究

也开始从植物营养性状角度探讨了孑遗树种对环境

的响应，如在亚热带地区，随海拔升高，香果树为适

应光抑制和干旱环境，减小了比叶面积( 康华靖等，

2008) ; 珙桐的比叶面积和叶氮含量则比其他伴生

树种高，可以有效利用环境中的资源，增加对不同生

境的适应性( 占玉燕，2010 ) ; 湖北五峰后河地区 7
种孑遗树种具有与非孑遗植物类似的资源获取和利

用能力，通过彼此间不同生长策略权衡而共存( Liao
et al． ，2012) 。

植物性状是物种长期进化过程中适应不同环境

的结果，既能客观表达植物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 Diaz et al． ，1998; McIntyre et al． ，1999) ，也能表征

群落 内 物 种 竞 争 能 力 的 强 弱 ( Sutton ＆ Morgan，

2009) ，某些植物性状的组合及其表型可塑性决定

了一个物种能否在某一生境中维持下来 ( 孟婷婷

等，2007; Cornwell ＆ Ackerly，2009) 。海拔通过改变

温度和水分间接影响叶片的性状，植物叶面积和叶

氮含量随着海拔升高均有降低趋势( Craine ＆ Lee，

2003) 。坡向与光照和水分密切相关，南坡树种的

叶面积变化较大，而北坡上缺少小面积叶片的树种

( Ackerly et al． ，2002) 。坡位则对光照条件、水热条

件、土壤深度、质地和矿物质含量等都有影响，山脊

附近分布的植物常具有比叶面积小、叶片小、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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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含量少、种子质量大、根系发达、树干密度高等性

状特征( Han et al． ，2005; 杨永川和达良俊，2006;

Kraft et al． ，2007) ; 沟谷型植物常采用开拓策略( ex-
ploitative strategy) ，叶片氮含量具有比中、高坡位高

的特点，通常为生长速度快、不耐荫的先锋种，可以

有效地从肥沃土壤吸收大量的 N 以满足其较高的

生长率( 杨永川和达良俊，2006) 。
现代群落生态学的发展，将植物系统发生、植物

性状和群落物种共存机制相结合，从进化的时间尺

度和区域到局部的空间尺度两个方面，解释一个群

落的形成和维持机制。使用 DNA 序列的进化关系

来代表物种间的亲缘关系，不仅能更加有效地衡量

群落物种组成，还可以分析群落谱系结构，即利用物

种的系统发育状况来推测历史因素对现有群落的影

响( Webb，2000; Webb et al． ，2002) 。在物种长期的

进化过程中，环境过滤和竞争排斥限制了群落内物

种的长期共存，两者在不同尺度上发挥着不同作用

( Emerson ＆ Gillespie，2008) 。亲缘关系近的具有相

似生理耐受能力和进化生态位保守性的物种，环境

筛作用下往往使这些物种保留下来; 而竞争排斥作

用则使得享有相似性状的物种为争夺相同资源而出

现分化，形成新种或者某一物种被淘汰( Ackerly ＆
Cornwell，2007; Kraft et al． ，2007) 。孑遗植物群落经

历环境不断变化后残留下来，物种的生物生态学特

性发生变化，形成了与原来群落既有区别、又有相似

性的特殊群落，是研究环境筛理论和进化生态位保

护原则的理想对象。
因此，以植物性状研究为途径和手段，研究分析

微地形上孑遗树种及其群落的性状特征，揭示种群

的适应对策; 从进化角度深入地分析群落物种组成

现状和原因，可进一步解释其分异格局的成因，阐明

其适应机制和残存机制。

6 孑遗落叶阔叶树种的群落学研究趋势

孑遗树种为一类残存的古老植物类群，经历环

境不断变化后物种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发生变化，形

成了与原来群落既有区别、又有相似性的特殊群落。
常分布在干扰频繁的不稳定生境中，竞争能力与抗

干扰能力等方面与后期演化的植物间存在显著差

异，优势种更新困难，在区域生物多样性特别是我国

亚热带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形成和维持方面

起重要作用。开展相关的群落生态学研究，可解释

区域内孑遗植物群落的物种共存及残存机制，以期

对孑遗树种尤其是珍稀濒危种类的保育和恢复提供

实践指导，有助于丰富我国亚热带山地植物多样性

及保护生态学理论研究。
综上所述，认为未来孑遗树种的群落生态学研

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 1) 从微地形-植被关系入手，在孑遗树种集中

分布地区，采用微地形单元分类体系和植物群落斑

块取样方法，划分微地形单元类型，调查树种分布、
生境特征和群落结构，分析其分布与微地形的相关

性，揭示微地形梯度孑遗树种分异格局，并从生境因

子角度阐明其成因。
( 2) 以微地形单元上的斑块群落为对象，调查

分析群落主要构成种的种群年龄结构，揭示不同微

地形单元上的种群更新方式及更新类型，阐明其在

不同干扰体系下的更新对策及响应机制。
( 3) 以植物性状为桥梁，分析微地形单元上群

落主要构成种的植物性状特征以及群落内植物的性

状多样性，比较不同种群的性状差异以及同一种群

在不同生境中的性状分异，阐明微地形单元上物种

分布与植物性状的关系及其群落形成机制。
( 4) 在测定植物性状的基础上，构建植物群落

的谱系结构，分析环境因子对群落谱系结构的影响，

探讨环境变化下孑遗树种及其群落的残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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