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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是一切动物和植物生活环境的统称，其包

括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在一般情况下，生境都是

指非生物因素，如土壤、水分、光照、地形地貌等因

素。石羊河林业总场地处民勤绿洲外围，位于河西走

廊三大内陆河流之一的石羊河下游，民勤县境内荒

漠化和盐碱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91%，已成为我

国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石羊河流域的生态

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本研究通过

实地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对林场境内重要植物群

落的生境进行调查，探明其地理分布以及高度、密度

随水分条件的变化规律。目的是摸清林场境内沙生

植物群落的地理分布和主要生态特性，为植树造林

和现有植被的保护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样方调查方法

1.1 样区概况

民勤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地理位置在 101°50′
~104°15′E、38°05′~39°26′N 之间。平均气温 7.7 ℃，

降水量 115.0 mm，蒸发量 2 643.9 mm，干燥度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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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风速 2.8 m/s，年 8 级以上大风日 27.8 d，年沙

尘暴日 37.3 d，是一个典型的荒漠区。

1.2 样地选择

样地选择分别为西沙窝，县城以西，约 4 600
km2；东沙窝，石羊河以东、半个山以南，约 4 500
km2；东部南湖，以县行政区划的地界为准；西北部砾

质荒漠草场，莱菔山以西、花儿园及其以北，约 2 900
km2；东北部东湖，中渠以东、半个山以北，约 1 600
km2；红崖山。

1.3 调查方法

结合查阅地方资料和已有文献进行实地调查，

在选取的样地内随机设定样方，样方大小 100 m×

100 m，在每个样方内按 5 点法选定 5 个 5 m×5 m 小

样方，调查植物种类及其高度、密度、盖度，土壤水

分、地形地貌等因子，每个样地设置 20 个样方。植物

群落调查方法主要参考《中国植被》、《植物生态学概

要》[1-3]等。

2 结果分析

1）沙蒿群落和白刺群落的生境宽度较大，在固

定、半固定沙丘，流动沙丘，滩地，轻度盐碱地分布。
2）膜果麻黄群落、猫头刺群落主要分布在粘砾

质滩地；盐爪爪群落主要分布在盐碱地和砾质滩地。
3）红砂群落主要分布在平覆沙地、粘质滩地。
4）苏枸杞群落、芦苇群落主要分布在沙丘相对

较小的平覆沙地，轻度的盐碱地、滩地。

表 1 林场境内主要植物种群分布及其生境

5）由表 2 看，在不同的地下水位条件下，白刺群

落的高度增减范围相对最小为 5.2 cm，依次为红砂

群落＜苏枸杞群落＜盐爪爪群落＜膜果麻黄群落＜猫头

刺群落，其增减在 5~10 cm 之间。芦苇群落的高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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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范围相对最大为 63 cm，其次为沙蒿群落，其增减

在 20~70 cm 之间。
6）在不同的地下水位条件下，膜果麻黄群落的

密度增减范围相对最小为 0.08 株/m2，依次为白刺群

落＜红砂群落＜盐爪爪群落＜猫头刺群落＜苏枸杞群

落，其增减在 0.08~0.20 株/m2 之间，沙蒿群落的密度

增减范围相对最大为 0.78 株/m2，其次为芦苇群落，

增减在 0.30~0.80 株/m2 之间.

表 2 林场境内主要植物种群在不同水位水分条件下的高度、密度

3 结论与讨论

1）在林场境内分布的主要植物群落中，白刺群

落和沙蒿群落的生境相对较宽，膜果麻黄群落、猫头

刺群落和盐爪爪群落的生境相对单一，芦苇群落和

红砂群落的生境宽度为中等。
2）白刺群落分布的地点多在绿洲外围 3~6 km 。

红砂群落分布的地点在农田与荒漠过渡地带的盐渍

低地、滩地上。白刺群落和红砂群落在不同的地下水

位条件下，生长高度、密度的变化增减范围相比其他

植物群落要小，生长相对比较稳定。沙蒿群落和芦苇

群落的生长高度、密度变化增减范围相对较大，生长

受地下水位条件的影响较大。群落生长更新稳定性

较差。这与它们的生长的土壤质地可能有很大关系。
3）在荒漠区小灌木群落的变化主要由优势物种

的功能特点所决定而并非依赖样性。地下水位是影

响沙生植物群落分布的重要因子，其次是土壤、地形

地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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