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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植物生活型和生态型可以深刻解析植物群落结构和其环境的关系，对研究植物群落的发生、发展以及演替

规律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洞庭湖湿地植物群落物种生活型及生态型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洞庭湖湿地植物主要

生长型为草本植物，其次为藤本植物，木本类植物缺乏；生活型主要为一年生植物，其次为地下芽和地面芽植物，高位芽

和地上芽植物最少． 在不同典型群落中，高位芽和地上芽植物在不同群落中所占比重随着高程的递增而增加，且相同生

活型在不同群落中所占的比重也随高程的递增而增加． 植物生态型构成中，水分生态型以湿生植物为主，土壤 ｐＨ 值生态

型以中性土植物最多，光照强度生态型以阳性植物为主，淤积生态型以非淤积植物最多． 洞庭湖湿地不同高程典型植物

群落生态型组成为：阳性、旱生、中生、碱性，中性、非淤积型植物主要分布于高、中程区，淤积植物主要分布于低程区；阴
性、耐阴性、酸性、碱性、非淤积型植物随高程的递增而递增． 在洞庭湖湿地，能同时适应洪水和泥沙淤积胁迫的生长型和

生活型所占比例较高． 水分是决定不同植物生态型分布的关键因子，在湿地高程区分布的物种更多，植物生态型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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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活型是植物对环境适应后在其生理、结构、外部形态上的一种具体表现，其形成是不同植物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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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环境条件趋同适应的结果；相同生活型反映的是植物对环境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要求或适应能力［１⁃２］ ． 一

个地区的生活型谱可反映该地区的气候特征［３］ ． 群落的生活型谱可反映各类群落的生境特点，且建群的优

势植物的生活型往往决定着群落的形态和外貌［４］ ． 生态型是指同一物种内因适应不同生境而表现出具有一

定结构或功能差异的不同类群，生态型分化是物种进化的基础，生态型的研究不但可以分析植物种内生态

适应的形式，以及了解种内分化定型的过程和原因，而且对研究物种的进化有重要意义［５］ ． 通过植物生活型

和生态型分析可以深刻解析植物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并且不同生活型对应不同的地理起源，这对

研究植物群落的发生、发展以及演替规律都具有重要意义［６⁃１０］ ．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泊，为长江流域最为典型的吞吐型通江湖泊，它不但具有调蓄洪水、净化水

质、沟通航运的重要功能，同时还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价值［１１］ ． 由于自然和人为

干扰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产生了湿地面积不断萎缩、湿地植物群落遭到破坏、湿地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

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本研究主要从植物的生活型与生态型出发，分析洞庭湖湿地植物生活型的分类及生态

型的组成结构，为研究洞庭湖湿地植被发生、发展及演替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２８°３０′～２９°３１′Ｎ，１１１°４０′ ～ １１３°１０′Ｅ）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荆江段南岸，分为东洞庭

湖、横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现有湿地面积约 １．５２×１０４ ｋｍ２ ． 洞庭湖承担着调蓄长江和湖南 “四水”
（湘、资、沅、澧）的重要任务，素有“长江之肾”的美誉． 洞庭湖区为冲积平原，平均海拔低于 ４０ ｍ，面积为

１８７８０ ｋｍ２，天然湖泊面积 ２６２５ ｋｍ２ ． 湖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春、夏冷暖气流交替频繁，夏、秋晴热少雨，
秋寒偏旱． 多年平均气温 １６．５ ～ １７．０℃，１ 月平均气温 ３．８ ～ ４．７℃；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９℃左右，年平均降水量

１２５０～１４５０ ｍｍ，无霜期 ２６０～２８０ ｄ，年平均湿度 ８０％ ．
洞庭湖湿地作为东北亚冬候鸟重要栖息地，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有高等植物 ６６ 科 １８２ 属 ２６５ 种． 以

被子植物为主，分别占洞庭湖湿地植被科、属、种的 ８９％ 、９６％和 ９７％ ；蕨类植物其次，共有 ７ 科 ８ 属 ９ 种［１２］ ．
草本植物所占比例达 ９７．９％ ，木本植物缺乏，仅有美洲黑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ｎｉｇｒａ）、鸡婆柳（Ｓａｌｉｘ ｔｒｉａｎｄｒｏｉｄｅｓ）、旱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无患子（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重阳木（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少数几种． 洞庭湖湖岸平缓，由
岸边向湖心逐渐倾斜，植物随湖水深度形成不同的植物群落． 植被从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带状分布：沉水

植物群落 虉草（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群落 苔草（Ｃａｒｅｘ ｓｐ．）群落—水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群落＋蒌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ｅｌｅｎｇｅｎｓｉｓ）＋苔草群落—南荻（Ｔｒ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ａ）群落—美洲黑杨或柳群落［１３⁃１４］ ，在东洞庭

湖高程 ２３ ｍ 以下基本为非植被区，苔草、水蓼和虉草等群落主要分布在高程为 ２３．０～２７．０ ｍ 的区域，南荻大

部分生长在 ２９ ｍ 高程以上且靠近水域，防护林生长在 ３０ ｍ 高程以上［１５⁃１６］ ．
１．２ 研究方法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和 １０—１２ 月采用样带和随机样方（草本样方面积 ｌ ｍ×１ ｍ，乔木样方面积 ２０ ｍ×２０ ｍ）
相结合的方法，对洞庭湖湿地进行植物调查，本次调查共有 １９ 个样带 ６８ 个样地（图 １）． 调查地点包括西洞

庭湖、南洞庭湖、横岭湖和东洞庭湖，即整个洞庭湖． 在每个调查区按照不同水位梯度、不同植被类型、不同

的季节进行调查． 所有植物均采集标本，主要记录项目包括每个样方中植物种的名称等数量指标以及样地

所在地的经度、纬度和海拔高度等环境因子． 分别对每一种植物做生活型和生态型分类［１７⁃１９］ ． 统计各分类系

统的数量及比率作为其结构分析的数量指标．
１．３ 植物生活型

植物生活型是植物对综合环境条件的长期适应，而在外貌上反映出来的植物类型［２０⁃２１］ ． 按照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１７］对休眠芽在不良季节的着生位置划分的生活型分类系统，将调查到的洞庭湖湿地植物划分为高

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面芽植物、地下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 ５ 类． 植物生长型是指根据植物的可见结构

划分的类群． 植物的生长型反映植物生活的环境条件，相同的环境条件具有相似的生长型，是趋同适应的结

果［２２］ ． 根据植物形态学特征［１８］ ，将调查到的湿地植物划分为乔木、灌木、藤本、草本、水生和寄生几种类型．
１．４ 植物生态型

根据植物与水分的关系，将生长在水中的植物统称为水生植物；生长在潮湿环境中，不能忍受较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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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洞庭湖湿地样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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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不足的植物称为湿生植物；生长在水分条件适中生境中的植物称为中生植物；生长在干旱环境中，能长

期耐受干旱环境，且能维护水分平衡和正常的生长发育的植物称为旱生植物［２３］ ． 根据植物对光照强度的适

应性，将在强光环境中才能生育健壮，在荫蔽和弱光条件下生长发育不良的植物，称为阳性植物；在较弱的

光照条件下要比在强光下生长得好的植物，称为阴性植物；介于阳性和阴性植物之间的植物，称为耐阴植物．
根据植物对土壤 ｐＨ 值的要求不同，将只能生长在酸性或强酸性土壤上的植物称为酸性土植物；将生长在土

壤 ｐＨ 值大于 ７．５ 的这类植物称为碱性土植物；适合生长于土壤 ｐＨ 值为中性（ｐＨ 值为 ６．５～７．５）的这类植物

称为中性土植物［２３］ ． 根据植物对泥沙淤积的适应性，将在泥沙淤积环境中能生育健壮的植物称为淤积植

物；将生长在非泥沙淤积环境中的植物称为非淤植物；将在淤积或非淤积环境中都能生长良好的植物称为

耐淤植物［２４⁃２５］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生长型及生活型的组成特点

根据植物的形状类别，洞庭湖湿地以草本植物为主，有 ２０２ 种，占洞庭湖湿地植物的 ７８．９％ ，其中水生植

物 ３２ 种，占总数的 １２．５％ ；藤本植物 １０ 种，占总数的 ３．９％ ；乔木 ７ 种，占总数的 ２．７％ ；灌木 ４ 种，占总数的

１．６％ ；寄生植物 １ 种，占总数的 ０．４％ ． 根据休眠芽在度过对生存和生长不利季节时所着生位置距地面高度

的生活型分类系统划分，洞庭湖湿地有高位芽植物 １７ 种，占 ６．６％ ；地上芽植物 １４ 种，占 ５．５％ ；地面芽植物

５４ 种，占 ２１．１％ ；地下芽植物 ５６ 种，占 ２１．９％ ；一年生植物 １１５ 种，占 ４４．９％ ． 可见洞庭湖湿地植物生长型是

以草本植物为主，其次为藤本植物，木本植物缺乏；生活型是以一年生植物为主，其次为地下芽和地面芽植

物，高位芽和地上芽植物分布最少（表 １）．
从洞庭湖湿地植物生长型和生活型来看，能适应湿地生态系统洪水和泥沙淤积这两大主要环境胁迫因

子的生长型和生活型所占比例往往比较高，湿地植物对洪水和泥沙淤积的适应主要是通过生活史、形态、结
构及生理等方面的调节来实现［２６⁃２７］ ． 洞庭湖湿地水位呈周期性变化，每年的 ５—１０ 月为洪水期，湿地洲滩被

洪水淹没． 湿地植物长期来对湿地环境的适应表现在：一年生草本植物通过改变生命周期的长度来适应洪

水的威胁，在洪水来前完成生活史，种子进入土壤种子库以躲避洪水的干扰；而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是通过

体内形成通气组织和无性繁殖等策略适应环境从而达到物种生存和发展的目的［２８⁃３０］ ， 藤本植物在洞庭湖湿

地集中分布于高海拔南荻群落，其通过攀爬南荻、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等高杆植物缩短被洪水淹没时

间来适应洪水威胁，洞庭湖分布的木本植物主要为美洲黑杨、旱柳和桑树（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均具有较强的耐淹

能力［３１］ ． 由于植物的形态类型既受基因控制保持相对稳定，又受生态环境的影响，随着生境的变化而变化，
有时还会由一种生活型变为另一种生活型． 如洞庭湖湿地分布的水蓼等植物，《中国植物志》记载其为一年

生植物［３２］ ，但其在洞庭湖湿地主要是通过地下不定芽繁殖，以适应生态环境的变化［３３］ ．



１０９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５）

表 １ 洞庭湖湿地植物的生长型和生活型特征

Ｔａｂ．１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生长型 生活型

类型 种数 比例 ／ ％ 类型 种数 比例 ／ ％

草本植物 ２０２ ７８．９ 高位芽植物 １７ ６．６
藤本植物 １０ ３．９ 地上芽植物 １４ ５．５
灌木 ４ １．６ 地面芽植物 ５４ ２１．１
木本植物 ７ ２．７ 地下芽植物 ５６ ２１．９
水生植物 ３２ １２．５ 一年生植物 １１５ ４４．９
寄生植物 １ ０．４

２．２ 植物生态型的组成特点

由植物对水分主导因子的生态适应而形成的水分生态类型的组成及比例可见，洞庭湖湿地以湿生型的

种类最多，为 １３６ 种；旱生植物 ５７ 种；中生植物 ３１ 种；挺水植物 ９ 种；浮水植物 ９ 种；沉水植物 １４ 种． 在土壤

ｐＨ 值生态型中，以中性土植物的种类最多，为 １４０ 种；酸性土植物次之，为 １００ 种；碱性土植物最少，为 １６
种． 在 ３ 个光生态型中，以阳性植物的种类最多，为 １３７ 种；耐阴植物次之，为 ４４ 种；阴性植物最少，为 ３９ 种．
在淤积生态型中，非淤积植物最多，为 １３２ 种；耐淤积植物次之，为 ７２ 种；淤积植物最少，为 ５２ 种． 可见，在洞

庭湖湿地植物生态型构成中，水分生态型以湿生植物为主；土壤 ｐＨ 值生态型以中性土植物最多；光生态型

以阳性植物为主；淤积生态型以非淤积植物最多（图 ２）．
洞庭湖湿地为典型的通江型湖泊，湖泊水位呈周期性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湿地

景观，长期周期性的水文变化使得湖泊洲滩长期处于干湿交替的变化之中． 湿地水文环境是控制湿地植物

水分生态型的构成和分布的关键因子，湿生植物能适应洞庭湖洲滩湿地干湿交替的水文环境，故所占比重

大． 研究表明在东洞庭湖湿地土壤 ｐＨ 值随人类活动增加而升高，酸性土壤主要分布于居住区和旅游地，该
区域受人类活动干扰比较大，但工业污染较少；中性土主要分布于自然保护区，该区域受人类干扰少，无工

业污染；碱性土壤多分布在工业区或农业区［３４］ ． 本研究采样区多为人类活动较少的湖洲，以中性土壤环境

为主，通过对环境的长期适应，故中性土植物种类最多． 此外，洞庭湖泥沙沉积量大，特别是在入湖的湘、资、
沅、澧“四水”和松滋、藕池和太平口“三口”及湖中洪道在下游的出口处附近等，泥沙淤积速率可使湖床地

势抬高 ２０ ｃｍ，个别地段可抬高 １ ｍ 以上，总体上来说泥沙淤积强度随高程的增加而减少［１３，３５］ ． 调查表明高

程淤积强度不同，其物种组成也各异，淤积植物主要分布于低程高淤积强度区，耐淤积植物主要分布在轻淤

积区，非淤积植物主要分布于高程无或少淤积区． 泥沙淤积强度较大的区域主要为江河入湖口及湖中洪道

出口等较小区域［１３］ ，大多数海拔较高区域泥沙淤积强度较轻或无，可见，适应这种生境的非淤积植物在洞庭

湖湿地分布更广，所占比例更大．
２．３ 典型群落类型生活型组成

洞庭湖湿地植被沿高程呈明显的带状分布，在不同高程形成不同类型植被． 本研究以分布于洞庭湖不

同高程（由低至高）的典型优势群落虉草、水蓼、苔草和南荻 ４ 种类型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高程梯度植被生

活型及生态型构成． 不同植物群落中一年生植物最多，虉草、水蓼、苔草和南荻群落一年生植物所占比例分

别为 １５．９％ 、２２．２％ 、２０．１％和 ２８．６％ ；各群落地下芽植物所占比例分别为 ３．２％ 、４．８％ 、１４．３％ 和 １５．９％ ；地面

芽植物所占比例分别为 ０、０、３．２％ 和 １４．３％ ；地上芽和高位芽植物只在南荻群落有分布，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８％和 ６．３％ （表 ２）．
由此可见，在洞庭湖湿地不同植物生活型随着高程升高而增多，一年生植物和地下芽植物在不同高程

都有分布，随着高程递增地面芽植物开始在苔草和南荻群落分布，地上芽和高位芽植物只分布于高程区的

南荻群落． 同时，相同生活型植物在生活型谱中所占的比例也随高程升高而增加，苔草群落一年生植物比例

低于水蓼群落（表 ２），这可能和群落特征及优势种有密切的相关性，苔草群落的建群种苔草主要通过无性克

隆繁殖，群落优势种密度大，易形成郁闭空间，不利于其他物种生存，因此群落生物多样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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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洞庭湖湿地植物生态型谱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ｔｙｐｅ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表 ２ 洞庭湖湿地不同高程植物群落生活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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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类型 分类单位数
植物生活型谱

高位芽 地上芽 地面芽 地下芽 一年生植物

南荻 数量 ４ ３ ９ １０ １８
占比 ／ ％ ６．３ ４．８ １４．３ １５．９ ２８．６

苔草 数量 ０ ０ ２ ９ １３
占比 ／ ％ ０ ０ ３．２ １４．３ ２０．１

水蓼 数量 ０ ０ ０ ３ １４
占比 ／ ％ ０ ０ ０ ４．８ ２２．２

虉草 数量 ０ ０ ０ ２ １０
占比 ／ ％ ０ ０ ０ ３．２ １５．９

２．４ 典型植被类型生态型组成

根据不同物种对光照强度的生态适应所形成的生态型，洞庭湖典型群落物种生态型组成均表现为以阳

性植物为主，耐阴植物次之，阴性植物最少． 植物通过对洞庭湖湿地特殊水文环境的长期适应，形成了以草

本植物为主的植被类型（如南荻、苔草、水蓼和虉草群落），草本植物群落密度大，群落高度相对较低矮，不利

于阳光进入群落内，群落底层分布的物种少而单一，主要为水田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ｌｙｒａｔａ）、肉根毛茛（Ｒａ⁃
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ｐｏｌｉｉ）及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ｈｉｒｓｕｔａ）等耐阴和阴性植物，草本植物的群落特征导致群落组成以阳性

植物为主． 不同高程植物群落阳性植物的分布以南荻群落最多，苔草群落次之，虉草群落再次之，水蓼群落

最少，呈高中区和低程区阳性植物多、中低程区阳性植物种类少的趋势；阴性植物和耐阴植物物种数随高程

上升而递增（图 ３）．
湿生植物是洞庭湖湿地典型植物群落的主要组成，能适应洞庭湖湿地干湿交替的水文环境，故在典型

群落中分布最广，所占比重最大；旱生和中生植物只在淹水时间短或不被淹没的高海拔区分布，其物种数随

海拔的上升而递增；水生植物在不同群落均有少量分布（图 ３）． 南荻群落分布的水生植物为芦苇，苔草、水
蓼和虉草群落分布的水生植物为具刚毛荸荠（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ｖａｌｌｅｃｕｌｏｓａ），调查表明芦苇在水深 １０ ｃｍ 以下时才

生长发育良好，水分必须适宜才能形成群落，因此在高程低于 ２７ ｍ 时，水淹时间过长或淹没深度太大，不适

合芦苇生长［１５］ ，故只在南荻群落有分布，而具刚毛荸荠主要通过无性繁殖，经过长期对洞庭湖湿地环境的适

应，其通过地下芽休眠来适应水位的周期性变化，因此能在低程区的植物群落分布．
根据物种对土壤酸碱性的适应所形成的生态型进行分析发现，酸性土植物在洞庭湖 ４ 种典型植被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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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布随高程梯度递减而减少；碱性土植物分布于高程相对较高的中、高程区，且随高程的递减而减少；
中性土植物在洞庭湖典型植被分布为高海拔区的南荻群落最多，低程区的虉草群落次之，中程区的苔草群

落和中低程区的水蓼群落分布最少，呈“Ｖ”结构（图 ３）．
通过对洞庭湖典型植被群落物种淤积生态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淤积植物以苔草群落最多，南荻群落

次之，虉草群落再次之，水蓼群落最少；耐淤积和非淤积植物均表现为南荻群落最高，苔草群落次之，水蓼和

虉草群落最少，物种数随群落分布海拔递减而减少（图 ３）． 可见在湿地这一特殊水文环境中，高程区适宜于

更多非淤积型植物分布；而在低程泥沙淤积严重的区域以淤积植物为主，耐淤积及非淤积植物分布较少，且
物种组成相对单一．

图 ３ 洞庭湖湿地不同植物群落的生态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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