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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 1.1 鼎湖山鼎湖山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广东

 
·· 肇庆肇庆

鼎湖山鼎湖山



鼎湖山鼎湖山(N 23(N 23°°1010′′, E112, E112°°31 31 ′′，面积，面积1133 hm1133 hm22，海，海
 拔拔14~1000.3 m)14~1000.3 m)：：拥有拥有400 a 400 a 记录历史的地带性森林植记录历史的地带性森林植
 被─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被─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原始次生林原始次生林))。。

鼎湖山鼎湖山

鼎湖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鼎湖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人与生物圈””计划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计划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

西江西江



鼎湖山植被类型的特点：鼎湖山植被类型的特点：鼎湖山森林属于典型的鼎湖山森林属于典型的南南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lower subtropical lower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leaved forest）。）。具有完整的森具有完整的森
 

林群落林群落演替系列演替系列和和垂直分布带垂直分布带。因此，鼎湖山国家。因此，鼎湖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是开展级自然保护区是开展森林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森林群落演替森林群落演替
 研究研究的理想基地。的理想基地。

针（马尾松）阔混交林针（马尾松）阔混交林

CConiferous and broad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leaved mixed forest

常绿阔叶林常绿阔叶林

Evergreen broad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leaved forest



（（朱慧

 
胡俊文

 
摄））

鼎湖山鼎湖山
 

··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DinghushanDinghushan ·· lower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lower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leaved forest



1.2 1.2 鼎湖山森林群落演替规律鼎湖山森林群落演替规律

AA

常绿针叶林

马尾松群落马尾松群落

BB

以常绿针叶

 树为主的针

 阔混交林

马尾松马尾松--锥锥

 栗栗--木荷群落木荷群落

CC

以阳性树种

 为主的针阔

 混交林

锥栗锥栗--木荷木荷--

 马尾松群落马尾松群落

DD

以阳性树种

 为主的常绿

 阔叶林

黧蒴黧蒴--锥栗锥栗--

 木荷群落木荷群落

EE

以中生植物

 为主的常绿

 阔叶林

黄果厚壳桂黄果厚壳桂--锥锥

 
栗栗--厚壳桂厚壳桂--木荷木荷

 
群落群落

FF

中生性常绿

 阔叶林/顶级

黄果厚壳桂黄果厚壳桂--

 厚壳桂群落厚壳桂群落

 等等

鼎湖山森林群落鼎湖山森林群落

演替模式演替模式

（（66个阶段）个阶段）

黄忠良黄忠良,,孔国辉孔国辉,,何道泉何道泉..鼎湖山植物群落多样性的研究鼎湖山植物群落多样性的研究[J].[J].生态学报生态学报,2000,20(2):193,2000,20(2):193--198.198.

王伯荪王伯荪,,彭少麟彭少麟..鼎湖山优势种群数量动态鼎湖山优势种群数量动态[J].[J].生态学报生态学报,1987,7(3):214,1987,7(3):214--221. 221. 



1.3 1.3 鼎湖山森林群落的优势种鼎湖山森林群落的优势种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No. 30870385。

选择的研究对象：选择的研究对象：
 马尾松(群落演替前
 期优势种)；木荷与
 黧蒴(群落演替中期
 优势种, 属于

 heliophytes)；肖
 蒲桃与黄果厚壳桂

 (演替后期优势种, 
属于mesophytes)。



1.4 1.4 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观察到的自然现象

人工遮光处理人工遮光处理 野外调查野外调查
 

（鼎湖山）（鼎湖山）



1.1. 在全光照条件下，在全光照条件下，44种森林优势种植物（种森林优势种植物（AcmenaAcmena 
acuminatissimaacuminatissima, CryptocaryaCryptocarya concinnaconcinna, SchimaSchima 
superbasuperba, CastanopsisCastanopsis fissafissa))的的幼叶均呈现红色幼叶均呈现红色，其红，其红

 色程度与光照强度呈正相关性，群落演替后期的色程度与光照强度呈正相关性，群落演替后期的中生中生
 性优势种性优势种肖蒲桃与黄果厚壳桂表现尤为肖蒲桃与黄果厚壳桂表现尤为明显明显。。

2.2. 随着生长发育，幼叶的红色逐渐转淡，最终变绿，随着生长发育，幼叶的红色逐渐转淡，最终变绿，
 即即红色只存在于柔嫩的幼叶期红色只存在于柔嫩的幼叶期。。

3.3. 在鼎湖山森林群落垂直结构的最上层（林冠层），在鼎湖山森林群落垂直结构的最上层（林冠层），
 幼叶呈现红色是一个较为幼叶呈现红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普遍的现象，包括部分阳生，包括部分阳生
 性优势种和许多中生性后期优势种；即使同一株树性优势种和许多中生性后期优势种；即使同一株树

 木，冠层受全光照的幼叶的红色明显深于中下部幼木，冠层受全光照的幼叶的红色明显深于中下部幼
 叶，尤其是中生性树种。叶，尤其是中生性树种。

肖蒲桃 黄果厚壳桂 黧蒴木荷



野外调查样地野外调查样地：鼎湖山：鼎湖山 ·· 季风常绿阔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II、、IIII号样地号样地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朱慧

 
胡俊文

 
摄））



假苹婆 蒲桃 黄果厚壳桂

柏拉木 两广润楠罗伞 华润楠

锥栗



厚壳桂 黧蒴 谷木

肖蒲桃 木荷

红枝蒲桃

短序润楠 岭南山竹子



1.5 1.5 科学问题科学问题

森林群落演替的影响因素：森林群落演替的影响因素：群落内部环境的变化
 是演替的动力动力；种内和种间关系是演替的催化催化

 
剂剂；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是诱因。其中，光光

 
（（sunlightsunlight））是森林群落演替和形成的关键因子。森林群落演替和形成的关键因子。

鼎湖山森林群落演替规律：鼎湖山森林群落演替规律：在群落演替中后期，在群落演替中后期，
 

阳生性树种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林阳生性树种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林→→中生性树种中生性树种
 为优势种为优势种的顶级群落，演替过程也是的顶级群落，演替过程也是种间竞争种间竞争和和
 优势种更替优势种更替的过程。的过程。



中生性树种特点：中生性树种特点：与与阳生性树种阳生性树种相比，相比，中生性树种中生性树种
 的光合生理特点通常表现为较低的的光合生理特点通常表现为较低的LSP, LSP, PmaxPmax与与

 Fv/FmFv/Fm，较强的耐荫性（，较强的耐荫性（shadeshade--tolerancetolerance）。）。

森林群落的优势种：森林群落的优势种：重要值重要值(IV)(IV)高，优势度高，优势度
 (dominance)(dominance)大，往往居于垂直结构的上层大，往往居于垂直结构的上层((冠层冠层))。。

 因此，冠层因此，冠层新生幼叶新生幼叶易暴露于全光照环境。易暴露于全光照环境。

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夏天，夏天，>2000 >2000 μμmolmol mm--22 ss--11，，>37>37℃℃，，
 干旱及低湿度等可能联合发生，易导致植物光抑制干旱及低湿度等可能联合发生，易导致植物光抑制
 ((photoinhibitationphotoinhibitation))甚至光破坏甚至光破坏((photodamagephotodamage))。。

研究现状：研究现状：以往对南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机理的研以往对南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机理的研
 究，主要聚焦优势种的成熟叶适应对策或幼苗的更究，主要聚焦优势种的成熟叶适应对策或幼苗的更
 新机制；虽然幼叶是优势种群持续发展的重要基新机制；虽然幼叶是优势种群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但础，但幼叶对波动环境因子的适应策略幼叶对波动环境因子的适应策略的研究几乎的研究几乎
 被忽视。被忽视。



关于幼叶的文献关于幼叶的文献11



关于幼叶的文献关于幼叶的文献22



关于幼叶的文献关于幼叶的文献33



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提出假设：

1.1.
 

光合机构未发育完全的优势种光合机构未发育完全的优势种
 幼叶具有良好的光保护功能。幼叶具有良好的光保护功能。

2.2.
 

花色素苷的合成与积累对幼叶花色素苷的合成与积累对幼叶
 的成功发育具有重要的保护功能。的成功发育具有重要的保护功能。

3. 3. 根据南亚热带森林群落的演替根据南亚热带森林群落的演替
 规律，与阳生性优势种幼叶相比，规律，与阳生性优势种幼叶相比，
 演替后期优势种的幼叶在光保护策演替后期优势种的幼叶在光保护策
 略方面应该具有更高的可塑性。略方面应该具有更高的可塑性。

黧蒴黧蒴

肖蒲桃肖蒲桃

A. A. acuminatissimaacuminatissima

肖蒲桃肖蒲桃

A. A. acuminatissimaacuminatissima



2.实验设计



2.1 2.1 树种选择树种选择

南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中期阳生性优势种：南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中期阳生性优势种：

木荷木荷((S. S. superbasuperba)                    )                    黧蒴黧蒴((C. C. fissafissa) ) 

南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后期中生性优势种南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后期中生性优势种::

肖蒲桃肖蒲桃((A. A. acuminatissimaacuminatissima)    )    黄果厚壳桂黄果厚壳桂((C. C. concinnaconcinna))

肖蒲桃
肖蒲桃

黄果厚壳桂 黧蒴木荷



2.2 2.2 材料处理材料处理

遮光处理（遮光处理（shading treatment for 48 monthsshading treatment for 48 months））
1. Full sunlight (FL): 100% of full sunlight1. Full sunlight (FL): 100% of full sunlight
2. Low sunlight (LL): 25% of full sunlight2. Low sunlight (LL): 25% of full sunlight

人工遮光处理人工遮光处理



2.3 2.3 取样取样

成熟叶与幼叶：成熟叶与幼叶：从冠层枝条的末端开始，从冠层枝条的末端开始，
 取不同叶位的叶代表不同的叶片发育时期。取不同叶位的叶代表不同的叶片发育时期。

肖蒲桃黄果厚壳桂

黧蒴 木荷



2.4 2.4 测量指标测量指标

1.1. 叶片解剖结构叶片解剖结构
 

((定位花色素苷定位花色素苷))。。

2.2. 色素与次生代谢物含量。色素与次生代谢物含量。

3.3. 光合作用与叶绿素荧光。光合作用与叶绿素荧光。

4.4. 叶黄素循环。叶黄素循环。

5.5. 抗氧化能力。抗氧化能力。



3.3.部分结果部分结果  
((此部分省略此部分省略))



4.4.初步结论初步结论



4.14.1

在过剩的光能条件下，在优势种幼叶在过剩的光能条件下，在优势种幼叶
 

中光抑制现象普遍存在，但演替后期优势中光抑制现象普遍存在，但演替后期优势
 种种 （（mesophytemesophytess）的光抑制程度显著高于）的光抑制程度显著高于

 
中期演替优势种中期演替优势种 （（heliophyteheliophytes）及成熟叶。）及成熟叶。



4.24.2

一个协同的光保护策略可为优势种幼一个协同的光保护策略可为优势种幼
 

叶提供应对波动的光环境的能力，包括色叶提供应对波动的光环境的能力，包括色
 

素与次生代谢产物含量与比例的有效调节素与次生代谢产物含量与比例的有效调节
 （（regulationregulation），较高的非光化学热耗散能），较高的非光化学热耗散能
 

力力 （（NPQNPQ 和和xanthophyll cyclexanthophyll cycle）及较强的）及较强的
 

抗光氧化活性（抗光氧化活性（antianti--photooxidationphotooxidation）等。）等。



4.34.3

花色素苷（花色素苷（anthocyaninanthocyanin）的合成与积）的合成与积
 

累可能在优势种幼叶适应和应对波动的光累可能在优势种幼叶适应和应对波动的光
 

环境的光保护功能中及驱动森林群落的演环境的光保护功能中及驱动森林群落的演
 

替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光屏蔽替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光屏蔽
 （（solar screeningsolar screening）与清除活性氧能力）与清除活性氧能力

 
（（scavenging ROSscavenging ROS）等。）等。



4.44.4

在南亚热带森林从阳生性群落向中生在南亚热带森林从阳生性群落向中生
 

性顶级群落的演替过程中，光保护策略上性顶级群落的演替过程中，光保护策略上
 更大的可塑性（更大的可塑性（plasticityplasticity）和低光下的良好）和低光下的良好

 
适应性（如幼苗更新等）可能赋予后期优适应性（如幼苗更新等）可能赋予后期优

 势种更大的种间竞争（势种更大的种间竞争（interspecific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competition）优势，并最终完全替代阳生）优势，并最终完全替代阳生

 
性优势种。性优势种。





背景：鼎湖山背景：鼎湖山

 
··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朱慧（朱慧

 
胡俊文胡俊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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