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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浮栲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遭则蚤 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红壤和黄壤丘陵山地袁 并常常

构成这些地区的顶极群落类型咱员暂 遥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袁 除西部亚热带一小部分布区外袁 东部地区从

中亚热带到南亚热带范围都可见到袁 成林分布就在这个区域海拔员 猿园园 皂 以下的范围咱圆暂 遥 由于长期人

为严重砍伐袁 保存较好的林分已经非常有限袁 大多是一些恢复不久的类型遥 各层片结构和优势种相同



的群落联合为群丛袁 依据灌木层或草本层优势种对它们进行分类咱猿袁源暂 遥 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袁 能对其顶

极群落的认识有一定的帮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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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附近山地尧 东兰县板洪附近山地尧 金秀县大瑶山地区的大瑶山林场等 远 个样地遥 属南亚热带气候袁
夏长冬短袁 年降水量为 员 圆园园 皂皂袁 逸员园 益的年积温在 缘 猿园园 益左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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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样方法调查群落的结构和物种组成袁 在森林的典型地段设置大小为 圆园 皂 伊圆园 皂 的样方 猿 个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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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亚层遥 乔木各亚层和乔木层渊总和冤植物种的重要值袁 等于群落中乔木各亚层和乔木层每种乔木树

种的相对多度尧 相对频度和相对优势度之和袁 总计 猿园园豫 遥 根据乔木层第玉亚层和乔木层的重要值或

乔木物种在群落中的多度数据袁 以及灌木层和草本层的优势种渊以相对盖度确定冤袁 并据此进行群丛

划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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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罗浮柿 阅蚤燥泽责赠则燥泽 皂燥则蚤泽泽蚤葬灶葬 猿圆郾 苑源 远郾 圆源 愿郾 怨缘 员园 圆
怨 甜槠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藻赠藻则蚤 员圆郾 园源 怨郾 猿苑 苑郾 远圆 愿愿 远
员园 石壁杜鹃 砸澡燥凿燥凿藻灶凿则燥灶 遭葬糟澡蚤蚤 员源郾 愿员 远郾 猿怨 猿 员
员员 野漆 栽葬曾蚤糟燥凿藻灶凿则燥灶 泽怎糟糟藻凿葬灶藻怎皂 怨郾 缘缘 远郾 猿缘 园 园
员圆 枫香 蕴蚤择怎蚤凿葬皂遭葬则 枣燥则皂燥泽葬灶葬 圆圆郾 缘苑 远郾 园园 园 园
员猿 毛叶木姜子 蕴蚤贼泽藻葬 藻造燥灶早葬贼葬 员猿郾 园源 缘郾 愿园 员源猿 圆怨
员源 亮叶厚皮香 栽藻则灶泽贼则燥藻皂蚤葬 灶蚤贼蚤凿葬 愿郾 源猿 缘郾 猿苑 圆 园
员缘 光叶海桐 孕蚤贼贼燥泽责燥则怎皂 早造葬遭则葬贼怎皂 苑郾 愿园 缘郾 猿员 员猿 园

园苑员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愿 年 源 月摇



值除以 猿 所得值袁 下同冤遥 第玉亚层有乔木 员圆 种 圆愿 株袁 常绿阔叶树和落叶阔叶树都各有 远 种袁 罗浮

栲排列首位袁 山矾 杂赠皂责造燥糟燥泽 糟葬怎凿葬贼葬 次之遥 第芋亚层乔木更多袁 达到 猿愿 种 圆远愿 株袁 常绿阔叶树有 猿猿
种 圆远远 株袁 其中厚叶鼠刺 陨贼藻葬 糟燥则蚤葬糟藻葬 多袁 重要值占该层的 圆怨豫 袁 凹脉柃 耘怎则赠葬 蚤皂责则藻泽泽蚤灶藻则增蚤泽 次之遥
更新层的幼苗和幼树还有青茶冬青 陨造藻曾 澡葬灶糟藻葬灶葬袁 虎皮楠 阅葬责澡灶蚤责澡赠造造怎皂 燥造凿澡葬皂蚤蚤袁 双花假卫矛

酝蚤糟则燥贼则燥责蚤泽 遭蚤枣造燥则葬 等 圆猿 种遥
从整个乔木层来分析袁 作为建群种的罗浮栲位居第 圆 位袁 重要值只占 员员郾 远豫 曰 而居首位的为下

层的优势种厚叶鼠刺袁 也占 员猿郾 愿豫 曰 排名第 猿 位和第 源 位的凹脉柃和山矾袁 只分别占 员园郾 怨豫 和

怨郾 圆豫 袁 其他各种都在 缘郾 员豫以下遥 可以看出袁 常绿阔叶林种类多袁 优势不明显的特点得到充分的显

示曰 第玉亚层和第域亚层落叶阔叶树残存较多曰 而在无大乔木的样地内有大量幼树的侵入袁 说明群落

的恢复正在迅速进行遥 只要人为破坏不再扩大袁 幼树都成长起来袁 群落的稳定性将不断增强遥
草本层植物覆盖度 圆园豫左右袁 共计 员猿 种袁 其中镰叶瘤足蕨 多袁 狗脊 宰燥燥凿憎葬则凿蚤葬 躁葬责燥灶蚤糟葬 和异

穗卷拍 杂藻造葬早蚤灶藻造造葬 澡藻贼藻则燥泽贼葬糟澡赠泽 也常见袁 局部阳坡处有小片里白 阅蚤责造燥责贼藻则赠早蚤怎皂 早造葬怎糟怎皂 的分布遥 另外还

有千层塔 蕴赠糟燥责燥凿蚤怎皂 泽藻则则葬贼怎皂袁 淡竹叶 蕴燥责澡葬贼澡藻则怎皂 早则葬糟蚤造藻袁 全缘凤尾蕨 孕贼藻则蚤泽 蚤灶泽蚤早灶蚤泽 等遥 藤本植物有

员源 种袁 牛老药藤 栽澡赠泽葬灶燥泽责藻则皂怎皂 凿蚤枣枣怎泽怎皂袁 大样酸藤子 耘皂遭藻造蚤葬 则怎凿蚤泽袁 络石 栽则葬糟澡藻造燥泽责藻则皂怎皂 躁葬泽皂蚤灶燥蚤凿藻泽
和边缘罗裙子 杂糟澡蚤扎葬灶凿则葬 澡藻灶则赠蚤 增葬则援 皂葬则早蚤灶葬造蚤泽 等比较多见遥
圆郾 圆摇 罗浮栲鄄朱砂根鄄尖叶楼梯草群丛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遭则蚤鄄粤则凿蚤泽蚤葬 糟则藻灶葬贼葬鄄耘造葬贼燥泽贼藻皂葬 葬糟怎皂蚤灶葬贼怎皂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摇 摇 该群从主要见于越城岭山地袁 样地在兴安县猫儿山乌龟江左岸山地袁 海拔员 员愿园 皂袁 是一个恢复

较久且保护较好的林分渊表 圆冤遥 林冠郁闭度 园郾 愿袁 在 源园园 皂圆范围内有乔木 猿员 种 愿圆 株袁 常绿阔叶树和

表 圆摇 群丛 圆 主要乔木在各层的分布和重要值指数
栽葬遭造藻 圆摇 栽澡藻 皂葬蚤灶 贼则藻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 葬灶凿 贼澡藻蚤则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增葬造怎藻 蚤灶凿蚤糟藻泽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造葬赠藻则泽 枣燥则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圆

种名
在乔木层中重要值 辕 豫

第玉亚层 第域亚层 第芋亚层 总和

更新层 辕株
幼树 幼苗

员 罗浮栲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遭则蚤 源员郾 猿猿 远员郾 源猿 远郾 怨远 猿员郾 愿 员苑 猿源
圆 假思桃 孕澡燥贼蚤灶蚤葬 遭藻葬怎增藻则凿蚤葬灶葬 源苑郾 怨 员愿郾 苑缘 圆圆郾 园苑 愿 园
猿 毛八角枫 粤造葬灶早蚤怎皂 噪怎则扎蚤蚤 猿愿郾 缘苑 圆园郾 缘愿 园 园
源 栗叶算盘子 郧造燥糟澡蚤凿蚤燥灶 枣葬早蚤枣燥造蚤怎皂 猿愿郾 猿愿 员愿郾 园远 园 园
缘 华东润楠 酝葬糟澡蚤造怎泽 造藻责贼燥责澡赠造造葬 员园郾 圆苑 苑怨郾 远源 员苑郾 园远 员圆 圆苑
远 桂南木莲 酝葬灶早造蚤藻贼蚤葬 糟澡蚤灶早蚤蚤 员猿郾 源圆 源愿郾 怨源 员缘郾 源怨 苑 园
苑 腺缘山矾 杂赠皂责造燥糟燥泽 早造葬灶凿怎造蚤枣藻则葬 猿苑郾 猿源 员缘郾 圆怨 员园 源
愿 缺萼枫香 蕴蚤择怎蚤凿葬皂遭葬则 葬糟葬造赠糟蚤灶葬 圆愿郾 园圆 员源郾 苑圆 园 园
怨 腺叶野樱 孕则怎灶怎泽 责澡葬藻燥泽贼蚤糟贼葬 源愿郾 圆远 圆员郾 怨怨 员圆郾 源苑 猿 员缘
员园 四角柃 耘怎则赠葬 贼藻贼则葬早燥灶燥糟造葬凿葬 圆苑郾 圆源 员员郾 猿怨 员苑 员圆
员员 君迁子 阅蚤燥泽责赠则燥泽 造燥贼怎泽 圆猿郾 怨圆 怨郾 源猿 园 园
员圆 毛山矾 杂赠皂责造燥糟燥泽 早则燥枣枣蚤蚤 员怨郾 猿远 怨郾 猿怨 源愿 圆圆
员猿 巴东栎 匝怎藻则糟怎泽 藻灶早造藻则蚤葬灶葬 员猿郾 愿猿 苑郾 猿圆 怨郾 猿圆 员 园
员源 柔枝山茶 悦葬皂藻造造蚤葬 责泽藻怎凿燥造藻蚤枣藻则葬 圆圆郾 怨员 愿郾 怨远 苑 园
员缘 湖南杨桐 粤凿蚤葬灶凿则葬 遭燥糟噪蚤葬灶葬 猿圆郾 怨源 愿郾 源园 缘 怨
员远 毛叶木姜子 蕴蚤贼泽藻葬 藻造燥灶早葬贼葬 圆圆郾 圆圆 苑郾 愿猿 愿 员圆
员苑 显脉泡花树 酝藻造蚤燥泽皂葬 糟燥泽贼葬贼葬 员远郾 员缘 苑郾 苑圆 园 园
员愿 虎皮楠 阅葬责澡灶蚤责澡赠造造怎皂 早造葬怎糟藻泽糟藻灶泽 员缘郾 缘缘 苑郾 源远 怨 员缘
员怨 榕叶冬青 陨造藻曾 枣蚤糟燥蚤凿葬 员怨郾 圆员 远郾 缘苑 员员 苑
圆园 多花山矾 杂赠灶责造燥糟燥泽 泽贼葬责枣蚤葬灶葬 员猿郾 园员 缘郾 远远 圆怨 怨

员苑员摇 第 圆缘 卷第 圆 期 陈宏伟等院 广西受干扰罗浮栲林群丛的分类 摇



落叶阔叶树各为 圆猿 种 远怨 株和 愿 种 员猿 株遥 第域乔木亚层乔木有 苑 种 员远 株袁 常绿阔叶林占 远 种 员缘 株袁
华东润楠 酝葬糟澡蚤造怎泽 造藻责贼燥责澡赠造造葬 和罗浮栲占前 圆 位袁 重要值各占该层的 圆缘郾 远豫和 圆园郾 缘豫 遥 第芋亚层乔木

较多袁 有 圆园 种 源源 株袁 其中常绿阔叶树占 员愿 种 源圆 株袁 腺缘山矾 杂赠皂责造燥糟燥泽 早造葬灶凿怎造蚤枣藻则葬 和湖南杨桐

粤凿蚤葬灶凿则葬 遭燥糟噪蚤葬灶葬 居前 圆 位遥 更新层的幼苗和幼树还有星状山矾 杂赠皂责造燥糟燥泽 泽贼藻造造葬则蚤葬袁 香港四照花

阅藻灶凿则燥遭藻灶贼澡葬皂蚤葬 澡燥灶早噪燥灶早藻灶泽蚤泽袁 光叶石栎 蕴蚤贼澡燥糟葬则责怎泽 澡葬灶糟藻蚤袁 红润楠 酝蚤糟澡蚤造怎泽 贼澡怎灶遭藻则早蚤蚤 等遥
从整个乔木层来看袁 罗浮栲在第玉亚层和第域亚层均只占第 圆 位袁 而从整个乔木层来计算袁 位居

榜首袁 只占 员园郾 远豫 袁 优势很不明显曰 居第 圆 位和第 猿 位的假思桃 孕澡燥贼蚤灶蚤葬 遭藻葬怎增藻则凿蚤葬灶葬 和毛八角枫

粤造葬灶早蚤怎皂 噪怎则扎蚤蚤 各占 苑郾 源豫和 远郾 怨豫 遥 另有近 圆园 种其他乔木渊表 圆冤遥 这些说明群落在恢复过程中袁 具

有常绿阔叶林的基本特点袁 环境的发展对它愈来愈有利袁 幼树尧 幼苗的数量和种类都较多袁 足以证明

这点遥
灌木层植物生长繁茂袁 覆盖度 缘园豫 袁 上层乔木幼树为多袁 共计 猿愿 种 猿缘源 株袁 其中 员远 种在样地内

未见乔木分布袁 常绿种类占 猿远 种 猿缘圆 株袁 密叶新木姜子 晕藻燥造蚤贼泽藻葬 糟燥灶枣藻则贼蚤枣燥造蚤葬袁 毛山矾 杂赠皂责造燥糟燥泽 早则燥枣枣蚤蚤
居多袁 多花山矾 杂赠皂责造燥糟燥泽 泽贼葬责枣蚤葬灶葬袁 尖叶柃 耘怎则赠葬 葬糟怎皂蚤灶葬贼蚤泽泽蚤皂葬 也常见遥 真正的灌木只有 苑 种袁 朱砂

根居多袁 还有红紫珠 悦葬造蚤糟葬则责葬 则怎遭藻造造葬袁 梨果榕 云蚤糟怎泽 责赠则蚤枣燥造蚤怎泽袁 百两金 粤则凿蚤泽蚤葬 糟则蚤泽责葬 等遥 草本植物分布

稀疏袁 覆盖度不及 缘豫 袁 以喜阴湿环境种类为主袁 共计 员猿 种遥 尖叶楼梯草优势明显袁 沿阶草

韵责澡蚤燥责燥早燥灶 躁葬责燥灶蚤糟怎泽袁 艳山姜 粤造责蚤灶蚤葬 泽责藻糟蚤燥泽葬袁 心托冷水花 孕蚤造藻葬 糟燥则凿蚤泽贼蚤责怎造葬贼葬 也较常见遥 藤本植物记录

到 员远 种袁 野木瓜 杂贼葬怎灶贼燥灶蚤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袁 冷饭团 运葬凿泽怎则葬 糟燥糟蚤灶藻葬袁 常春藤 匀藻凿藻则葬 灶藻责葬造藻灶泽蚤泽 增葬则援 泽蚤灶藻灶泽蚤泽袁
菝葜 杂皂蚤造葬曾 糟澡蚤灶葬袁 柳叶菝葜 杂皂蚤造葬曾 造葬灶糟藻蚤枣燥造蚤葬 增葬则援 造葬灶糟藻燥造葬贼葬 等较多遥
圆郾 猿摇 罗浮栲鄄长尾粗叶木鄄狗脊群丛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遭则蚤鄄蕴葬泽蚤葬灶贼澡怎泽 造燥灶早蚤糟葬怎凿葬鄄宰燥燥凿憎葬则凿蚤葬 躁葬责燥灶蚤糟葬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该群丛广泛分布于中亚热带地区山地袁 样地在灵川县潮田袁 海拔 苑园园 皂袁 是一个恢复不久尧 还常

受干扰的样地遥 林冠层郁闭度 园郾 愿袁 在 源园园 皂圆范围内有乔木 员远 种 员园圆 株袁 常绿阔叶林与落叶阔叶树

各为 员猿 种 怨源 株与 猿 种 愿 株遥 乔木第玉亚层有乔木 猿 种 圆员 株袁 罗浮栲与栲树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则早藻泽蚤蚤 共占

优势袁 重要值各占该层的 源园郾 愿豫和 源园郾 远豫 遥 第域亚层乔木有 远 种 员源 株袁 常绿阔叶林占 缘 种 员猿 株袁
重要值指数占 愿怨郾 园豫 袁 栲树和罗浮栲 多袁 还有南宁虎皮楠 阅葬责澡灶蚤责澡赠造造怎皂 早造葬怎糟藻泽糟藻灶泽遥 第芋亚层常绿

阔叶树占 员圆 种 远员 株袁 罗浮栲 多袁 南宁虎皮楠次之袁 栲树占第 猿 位渊表 猿冤遥 更新层幼苗和幼树有鹅

掌柴 杂糟澡藻枣枣造藻则葬 凿藻造葬增葬赠蚤袁 三花冬青 陨造藻曾 贼则蚤枣造燥则葬袁 细枝柃 耘怎则赠葬 造燥择怎蚤葬灶葬 等 圆愿 种遥
表 猿摇 群丛 猿 主要乔木在各层的分布和重要值指数

栽葬遭造藻 猿摇 栽澡藻 皂葬蚤灶 贼则藻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 葬灶凿 贼澡藻蚤则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增葬造怎藻 蚤灶凿蚤糟藻泽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造葬赠藻则泽 枣燥则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猿

种名
在乔木层中重要值 辕 豫

第玉亚层 第域亚层 第芋亚层 总和

更新层 辕株
幼树 幼苗

员 罗浮栲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遭则蚤 员圆圆郾 猿猿 苑愿郾 源怨 怨苑郾 愿苑 苑远郾 远园 员员源 圆员
圆 栲树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则早藻泽蚤蚤 员圆员郾 怨园 员员缘郾 园圆 圆愿郾 猿园 远怨郾 员园 远苑 圆猿
猿 紫树 晕赠泽泽葬 泽蚤灶藻灶泽蚤泽 缘缘郾 苑苑 猿圆郾 怨园 源猿郾 园缘 园 园
源 南宁虎皮楠 阅葬责澡灶蚤责澡赠造造怎皂 早造葬怎糟藻泽糟藻灶泽 圆猿郾 缘猿 远圆郾 源猿 猿远郾 员缘 圆远 猿缘
缘 腊瓣花 悦燥则赠造燥责泽蚤泽 泽蚤灶藻灶泽蚤泽 员愿郾 愿愿 员员郾 圆圆 园 园
远 大新木姜子 晕藻燥造蚤贼泽藻葬 糟澡怎蚤蚤 员怨郾 缘猿 员园郾 猿员 圆愿 员园
苑 鼠刺 陨贼藻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 员远郾 园园 怨郾 猿员 圆愿 员园
愿 华杜英 耘造葬藻燥糟葬则责怎泽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 圆愿郾 愿源 远郾 愿愿 怨郾 员猿 园 猿
怨 黄樟 悦蚤灶灶葬皂燥皂怎皂 责葬则贼澡藻灶燥曾赠造怎皂 员园郾 源圆 缘郾 圆园 源 园
员园 毛叶木姜子 蕴蚤贼泽藻葬 藻造燥灶早燥泽贼葬 愿郾 缘缘 缘郾 员园 源 苑

从整个乔木层的情况来要袁 各个种的重要值指数之间差异也不大遥 罗浮栲和栲树作为优势种袁 居

前 圆 位袁 重要值各占该层的 圆缘郾 缘豫和 圆猿郾 园豫 袁 具一定优势曰 紫树 晕赠泽泽葬 泽蚤灶藻灶泽蚤泽 和南宁虎皮楠排名第 猿

圆苑员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愿 年 源 月摇



位和第 源 位袁 各占 员源郾 猿豫和 员圆郾 园豫 曰 其他各种都在 猿郾 苑豫 以下遥 充分显示常绿阔叶林恢复初期 野群
落种类不多袁 少数种占一定优势冶 的特点遥 从林下样地内有大量其他乔木的幼树尧 幼苗来看袁 说明

群落在迅速恢复袁 随着它们的不断成长袁 典型性和稳定性将不断得到增强遥
灌木层植物覆盖度 源园豫 袁 上层乔木幼树居多袁 共计 猿园 种 猿愿员 株袁 其中 圆园 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

布遥 常绿种类占 圆源 种 猿远猿 株袁 罗浮栲 多袁 有 员员源 株曰 栲树次之袁 有 远苑 株曰 鼠刺 陨贼藻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袁 南

宁虎皮楠和大新木姜子 晕藻燥造蚤贼泽藻葬 糟澡怎蚤蚤 也较多见遥 真正的灌木有 员圆 种袁 长尾粗叶木占优势袁 杜茎山尧
九节风尧 朱砂根等常见遥 草本层植物覆盖度 员缘豫 袁 共计 圆圆 种袁 其中蕨类占 员园 种遥 狗脊占优势袁 沿

阶草袁 稀疏鳞毛蕨 阅则赠燥责贼藻则蚤泽 泽责葬则泽葬袁 阔叶沿阶草 韵责澡蚤燥责燥早燥灶 责造葬贼赠责澡赠造造怎泽袁 建兰 灾赠皂遭蚤凿蚤怎皂 藻灶凿蚤枣燥造蚤怎皂 也

常见遥 上层乔木幼苗可见袁 计 圆圆 种 员远源 株袁 其中 员猿 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布袁 南宁虎皮楠尧 栲树尧
罗浮栲较多遥 藤本植物种类共计 圆缘 种袁 主要有大样酸藤子袁 爬藤榕 云蚤糟怎泽 皂葬则贼蚤灶蚤蚤袁 藤黄檀 阅葬造遭藻则早蚤葬
澡葬灶糟藻蚤 等遥
圆郾 源摇 罗浮栲鄄罗伞树鄄金狗毛群丛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遭则蚤鄄粤则凿蚤泽蚤葬 择怎蚤灶择怎藻早燥灶葬鄄悦蚤遭燥贼蚤怎皂 遭葬则燥皂藻贼扎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该群丛主要见于南亚热带西部地区袁 样地在田阳县玉凤巴庙附近山地袁 海拔 苑园园 皂袁 是一个恢复

不久并经常遭受人为干扰的林分遥 林冠郁闭度 园郾 苑袁 在 源园园 皂圆范围内有乔木 员愿 种 缘愿 株袁 常绿阔叶树

和落叶阔叶树各为 员源 种 缘员 株与 源 种 苑 株袁 重要值指数各占 愿猿郾 缘豫和 员远郾 缘豫 遥 乔木第玉亚层有乔木 猿
种 源 株袁 全为常绿阔叶树袁 罗浮栲 多袁 还有杜英 耘造葬藻燥糟葬则责怎泽 凿蚤糟蚤责蚤藻灶泽 和红荷木 杂糟澡蚤皂葬 憎葬造造蚤糟澡蚤蚤遥 第

域亚层乔木稍多袁 有 员园 种 圆圆 株袁 常绿阔叶树占 愿 种 员愿 株袁 罗浮栲仍居榜首袁 还有黄杞 耘灶早藻造澡葬则凿贼蚤葬
则燥曾遭怎则早澡蚤葬灶葬袁 鸭脚木 杂糟澡藻枣枣造藻则葬 燥糟贼燥责澡赠造造葬 等曰 落叶阔叶树中袁 有枫香 蕴蚤择怎蚤凿葬皂遭葬则 枣燥则皂燥泽葬灶葬 和野漆

栽葬曾蚤糟燥凿藻灶凿则燥灶 泽怎糟糟藻凿葬灶藻怎皂遥 第芋亚层乔木有 员源 种 猿圆 株袁 常绿阔叶林占 员员 种 圆怨 株袁 红荷木居首位袁
罗浮栲次之曰 山枇杷 耘则蚤燥遭燥贼则赠葬 枣则葬早则葬灶泽袁 铁冬青 陨造藻曾 则燥贼怎灶凿葬袁 黄杞和鸭脚木等依次排列遥

从整个乔木层来看袁 作为建群种的罗浮栲袁 排名榜首袁 重要值占该层的 圆圆郾 圆豫 袁 占有一定的优

势曰 红荷木是下层的优势种袁 排名第 圆 位袁 占 员园郾 员豫 袁 数量明显下降曰 黄杞尧 枫香和山枇杷分别居

第 猿 位尧 第 源 位和第 缘 位曰 其他都在 远郾 远豫以下遥 这充分反映常绿阔叶林恢复初期袁 种类组成少一些袁
但优势种的优势度已不太突出袁 这是乔木数量不断增加所造成的渊表 源冤遥 更新层的幼苗和幼树还有变

叶榕 云蚤糟怎泽 增葬则蚤燥造燥泽葬袁 银柴 粤责燥则燥泽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袁 油茶 悦葬皂藻造造蚤葬 燥造藻蚤枣藻则葬袁 假苹婆 杂贼藻则糟怎造蚤葬 造葬灶糟藻燥造葬贼葬袁 红叶树

匀藻造蚤糟蚤葬 糟燥糟澡蚤灶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袁 八角枫 粤造葬灶早蚤怎皂 糟澡蚤灶藻灶泽藻袁 围诞树 孕蚤贼澡藻糟藻造造燥遭蚤怎皂 糟造赠责藻葬则蚤葬袁 光叶海桐 孕蚤贼贼燥泽责燥则怎皂
早造葬遭则葬贼怎皂 及千年桐 灾藻则灶蚤糟蚤葬 皂燥灶贼葬灶葬遥

灌木层植物覆盖度 猿园豫 袁 上层乔木幼树居多袁 共计 圆圆 种 远怨 株袁 常绿种类占 员怨 种 怨园 株袁 假桂乌

口树 栽葬则藻灶葬 葬贼贼藻灶怎葬贼葬 和黄杞较多曰 真正的灌木有 员员 种袁 罗伞树 粤则凿蚤泽蚤葬 择怎蚤灶择怎藻早燥灶葬 占优势袁 毛果算盘

子 郧造燥糟澡蚤凿蚤燥灶 藻则蚤燥糟葬则责怎皂袁 长尾粗叶木袁 三叉苦 耘增燥凿蚤葬 造藻责贼葬 等也较多遥 草本层植物覆盖 员园豫 袁 只有 远
种袁 金狗毛袁 十字薹草 悦葬则藻曾 糟则怎糟蚤葬贼葬袁 艳山姜袁 狗脊袁 射干 月藻造葬皂糟葬灶凿葬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 和荩草 粤则贼澡则葬曾燥灶
澡蚤泽责蚤凿怎泽袁 高大的金狗毛占优势遥 上层乔木幼苗记录到 员园 种 苑圆 株袁 其中 圆 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布袁
全为常绿种类袁 刺栲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澡赠泽贼则蚤曾袁 猪脚润楠 酝蚤糟澡怎泽 糟葬贼澡葬赠藻灶泽蚤泽 较多遥 藤本植物有 员园 种袁 瓜馥木

云蚤泽泽蚤泽贼蚤早皂葬 燥造凿澡葬皂蚤蚤袁 假刺藤 耘皂遭藻造蚤葬 泽糟葬灶凿藻灶泽袁 尾叶崖爬藤 栽藻贼则葬泽贼蚤灶早皂葬 糟葬怎凿葬贼怎皂 和菝葜较多遥
圆郾 缘摇 罗浮栲鄄九节木鄄金狗毛 垣 东方乌毛蕨群丛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遭则蚤鄄孕泽赠糟澡燥贼则蚤葬 则怎遭则葬鄄悦蚤遭燥贼蚤怎皂 遭葬则燥皂藻贼扎 垣

月造藻糟澡灶怎皂 燥则蚤藻灶贼葬造藻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摇 摇 该群丛多见于南亚热带山地袁 样地在东兰县板洪附近山地袁 海拔 远怨园 皂袁 是一个恢复不久袁 经常

有轻度干扰的林分遥 林冠郁闭度 园郾 愿袁 在 源园园 皂圆范围内有乔木 猿猿 种 猿愿远 株袁 其中常绿阔叶树和落叶

阔叶树各为 圆源 种 猿缘缘 株与 怨 种 猿员 株遥 乔木第玉亚层乔木有 员园 种 圆苑 株袁 主要为罗浮栲尧 黄杞尧 黄毛

榕 云蚤糟怎泽 枣怎造增葬 等遥 落叶阔叶树有枫香尧 拟赤杨 粤造灶蚤责澡赠造造怎皂 枣燥则贼怎灶藻蚤 和千年桐各 员 株遥 第域亚层乔木较

多袁 有 员远 种 怨怨 株袁 主要为罗浮栲尧 鸭脚木尧 猪脚润楠等遥 其中常绿阔叶树占 员源 种 怨缘 株袁 鸭脚木尧
罗浮栲居前 圆 位曰 落叶阔叶树只有肥荚红豆 韵则皂燥泽蚤葬 枣燥则凿蚤葬灶葬 和鼎湖合欢 粤造遭蚤扎扎蚤葬 贼怎则早蚤凿葬 等 圆 种遥 第芋
亚层乔木更多袁 有 圆苑 种 圆远园 株袁 罗浮栲袁 米花树 杂葬怎则葬怎蚤葬 贼则蚤泽贼赠造葬袁 腺缘山矾袁 蒙国润楠 酝葬糟澡蚤造怎泽
早则葬糟蚤造造蚤皂葬 等遥

猿苑员摇 第 圆缘 卷第 圆 期 陈宏伟等院 广西受干扰罗浮栲林群丛的分类 摇



表 源摇 群丛 源 主要乔木在各层的分布和重要值指数
栽葬遭造藻 源摇 栽澡藻 皂葬蚤灶 贼则藻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 葬灶凿 贼澡藻蚤则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增葬造怎藻 蚤灶凿蚤糟藻泽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造葬赠藻则泽 枣燥则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源

种名
在乔木层中重要值 辕 豫

第玉亚层 第域亚层 第芋亚层 总和

更新层 辕株
幼树 幼苗

员 罗浮栲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蚤泽泽葬 员圆愿郾 远员 苑愿郾 源愿 源源郾 愿愿 远远郾 缘怨 怨 源
圆 红荷木 杂糟澡蚤皂葬 憎葬造造蚤糟澡蚤蚤 苑怨郾 猿苑 员远郾 猿圆 苑猿郾 园员 猿园郾 源源 猿 园
猿 黄杞 耘灶早藻造澡葬则凿贼蚤葬 则燥曾遭怎则早澡蚤葬灶葬 源缘郾 愿缘 圆员郾 园源 圆愿郾 怨缘 员员 猿
源 枫香 蕴蚤择怎蚤凿葬皂遭葬则 枣燥则皂燥泽葬灶葬 缘苑郾 员远 圆苑郾 缘猿 园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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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乔木层来看袁 罗浮栲作为建群种优势明显袁 鸭脚木作为中尧 下层的优势种袁 也较突出袁 其

他如笔罗子 酝藻造蚤燥泽皂葬 则蚤早蚤凿葬袁 猪脚润楠袁 刺栲袁 米花树袁 腺缘山矾袁 华润楠 酝蚤糟澡蚤造怎泽 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袁 蒙国润

楠等也占有一定的地位遥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种类组成袁 得到充分的体现遥 但是袁 由于经常遭受人为

干扰活动的影响袁 群落内部小生境和种类组成的变化较明显袁 加强保护是当务之急遥 灌木层植物覆盖

度 缘豫 袁 上层以乔木幼树为主袁 共计 圆圆 种 员远缘 株袁 仅 猿 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布遥 常绿种类占 圆员 种

员缘怨 株袁 以罗浮栲和鸭脚木较多遥 真正的灌木 员员 种袁 罗伞树和九节木共占优势遥 野锦香 月造葬泽贼怎泽
糟燥糟澡蚤灶糟澡蚤灶藻灶泽蚤泽 也较多见遥 草本层植物覆盖度 猿豫 袁 有 怨 种袁 金狗毛尧 东方乌毛蕨尧 狗脊尧 华南紫箕

韵泽皂怎灶凿葬 增葬糟澡藻造造蚤蚤 等袁 高大的金狗毛和东方乌毛蕨共占优势遥 上层乔木幼苗有 员苑 种 圆圆苑 株袁 罗浮栲

多袁 笔罗子和刺栲次之遥 藤本植物有 员缘 种袁 有买麻藤 郧灶藻贼怎皂 皂燥灶贼葬灶怎皂袁 瓜馥木袁 多花瓜馥木

云蚤泽泽蚤泽贼蚤早皂葬 责燥造赠葬灶贼澡葬 和大托菝葜 杂皂蚤造葬曾 责藻则枣燥造蚤葬贼葬 等遥
圆郾 远摇 罗浮栲鄄杜茎山鄄狗脊群丛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葬遭则蚤鄄酝葬藻泽葬 躁葬责燥灶蚤糟葬鄄宰燥燥凿憎葬则凿蚤葬 躁葬责燥灶蚤糟葬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该群丛主要见于金秀县大瑶山地区遥 样地在大瑶山林场山坡袁 海拔员 园园园 皂袁 是一个恢复不久但

保护较好的林分遥 林冠郁闭度 园郾 愿袁 在 源园园 皂圆范围内有乔木 圆圆 种 怨怨 株袁 常绿阔叶树和落叶阔叶树各

为 员苑 种 员愿圆 株与 缘 种 员苑 株遥 乔木层只能划分为 圆 个亚层袁 第玉亚层乔木有 愿 种 源圆 株袁 第域亚层乔木

较少袁 有乔木 圆园 种 员缘苑 株遥 从整个乔木层来看袁 由于林分恢复不久袁 虽然常受干扰袁 但仍呈现种类

多而优势不明显的特点遥 但上层罗浮栲优势度较突出袁 甜槠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藻赠则藻蚤 和黄樟 悦蚤灶灶葬皂燥皂怎皂
责葬则贼澡藻灶燥曾赠造怎皂 也较常见曰 下层种类更为复杂袁 但也可看出大新木姜子较多袁 鸭脚木袁 细枝栲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糟葬则造藻泽蚤蚤袁 网脉山龙眼 匀藻造蚤糟蚤葬 则藻贼蚤糟怎造葬贼葬袁 闽粤栲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枣蚤泽泽葬 较多遥
真正的灌木只有杜茎山袁 水团花 粤凿蚤灶葬 责蚤造怎造蚤枣藻则葬袁 木姜子 蕴蚤贼泽藻葬 糟怎遭藻遭葬袁 白背桐 酝葬造造燥贼怎泽 泽责藻造贼葬 等 源

种袁 杜茎山 多遥 草本层植物覆盖度 圆豫 袁 记录到 员园 种袁 如狗脊尧 镰叶瘤足蕨尧 金狗毛等遥 狗脊分

布较均 袁 镰叶瘤足蕨和金狗毛也常见袁 局部孔隙有小片五节芒 酝蚤泽糟葬灶贼澡怎泽 枣造燥则蚤凿怎造怎泽 的分布遥 上层乔

木幼苗也不少袁 记录到 圆猿 种 员怨员 株袁 其中 怨 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布袁 常绿种类占 圆圆 种 员愿源 株袁 大

新木姜子尧 华南栲 悦葬泽贼葬灶燥责泽蚤泽 糟燥灶糟蚤灶灶葬 和网脉山龙眼较多遥 藤本植物有 苑 种袁 即瓜馥木袁 牛老药藤袁
大样酸藤子袁 南蛇藤 悦藻造葬泽贼则怎泽 燥则遭蚤糟怎造葬贼怎泽袁 藤黄檀袁 野木瓜和玉叶金花 酝怎泽泽葬藻灶凿葬 责怎遭藻泽糟藻灶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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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摇 结论

以罗浮栲为主的常绿阔叶林是广西分布广泛的一种顶极群落类型袁 罗浮栲作为建群种是比较稳定

的袁 如果不再遭受过度的砍伐破坏袁 它将能长期保持建群种的地位遥 所调查的 远 个群丛都是遭受不同

程度的破坏残存或通过不同的演替系列群落恢复起来的遥 它们的外貌尧 结构和种类组成基本上是一致

的袁 只是由于所在地小环境的差异尧 恢复时间的长短和遭受人为干扰的方式和强度不同袁 在种类组成

和数量组合上不同而已遥 一般说袁 恢复的时间较久袁 人为干扰较轻的林分袁 植物种类都较多袁 群丛 员
和群丛 圆 在 源园园 皂圆面积内袁 高等植物都超过 员园园 种遥 而在一些恢复不久袁 且经常遭受一些破坏的林

分袁 植物种类少袁 同等面积内袁 高等植物不过 缘源 耀 远源 种袁 其中乔木只有 圆苑 耀 源源 种袁 群丛 源尧 群丛 缘
和群丛 远 就是这样遥 群丛 猿 高等植物达到 员园猿 种袁 主要是由于地处山坡下部靠近山谷地带袁 草类和藤

本植物较多所造成遥 群丛 猿 和群丛 缘 第玉亚层乔木较多袁 有 愿 耀 员园 种袁 主要是处于恢复初期袁 多种多

样的乔木树种侵入所造成的遥 保护较好的典型罗浮栲林袁 种类成分较之木荷 杂糟澡蚤皂葬 泽怎责藻则遭葬 林尧 银荷

木 杂糟澡蚤皂葬 葬则早藻灶贼藻葬 林尧 石栎 蕴蚤贼澡燥糟葬则责怎泽 泽责责郾 林尧 常绿栎 匝怎藻则糟怎泽 泽责责援 林都要多咱缘 原 愿暂 袁 而石灰岩季节性

雨林尧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林也无法与之相比咱怨袁员园暂 遥
尽管罗浮栲林种类组成较多袁 但是通过重要值指数来测定袁 各层优势种还是能明显地划分出来遥

中尧 下层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袁 且大多集中在虎耳草科 杂葬曾蚤枣则葬早葬糟藻葬藻 渊厚叶鼠刺冤袁 樟科 蕴葬怎则葬糟藻葬藻 渊华
东润楠袁 大新木姜子冤袁 茶科 栽澡藻葬糟藻葬藻 渊凹脉柃尧 红荷木冤袁 虎皮楠科 阅葬责澡灶蚤责澡赠造造葬糟藻葬藻 渊南宁虎皮楠冤袁
五加科 粤则葬造蚤葬糟藻葬藻 渊鸭脚木冤等的少数种上遥 灌木层的优势种在中亚热带地区以杜茎山尧 朱砂根尧 九节

风和长尾粗叶木等为多袁 南亚热带地区以罗伞树和九节木等为主遥 至于地被物袁 在中亚热带地区以狗

脊尧 镰叶瘤足蕨尧 沿阶草和尖叶楼梯草等为多袁 而南亚热带即以金狗毛和东方乌毛蕨等为多遥
罗浮栲分布广泛袁 生长也较快袁 长势旺盛遥 无论在丘陵山地造林或城镇绿化作为绿化树种都适

宜袁 应大力发展遥 与罗浮栲伴生的许多树种如栲树尧 细枝栲尧 甜槠尧 刺栲尧 红荷木尧 银荷木尧 红润

楠尧 华东润楠和黄樟等袁 也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树种袁 可因地制宜地选用遥 避免在丘陵山地再大片营造

马尾松 孕蚤灶怎泽 皂葬泽泽燥灶蚤葬灶葬 这样的针叶树袁 以防止病虫害的大面积发生袁 还可丰富城镇物种多样性遥 利

用它们发展片林袁 能改善城镇环境质量袁 并展示本地顶极群落类型的风貌袁 是建设生态城市所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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