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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能源植物文冠果的生态特征及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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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文冠果(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ａｓ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 １６０ 个分布点和 １９ 个生态因子数据ꎬ 采用 ＢＩＯＣＬＩＭ、
ＤＯＭＡＩＮ、 ＭＡＸＥＮＴ 和 ＧＡＲＰ 四种模型预测文冠果的生态适宜区ꎬ 分析其生态特征并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ＲＯＣ 对各模型进行评价ꎮ 结果显示ꎬ 文冠果最适宜生态区主要分布于西北黄土高原一带ꎬ 如陕西、 山西、 宁

夏、 河北、 内蒙古等省区ꎮ 模型评估结果显示上述 ４ 个模型的 ＡＵＣ 值均达到 ０７５ 以上ꎬ 表明预测精度良好ꎬ
均可用来预测文冠果的生态适宜区ꎮ 文冠果的生态特征为: 年平均温度 １９ ~ １６℃ꎬ 昼夜温差月平均 ８３ ~
１６℃ꎬ 昼夜温差与年温差比值为 ２２ ~ ３３ꎬ 温度变化方差值为 ７５２３ ~ １４１９８ꎻ 最热月份最高温度为 ２０１ ~
３３５℃ꎻ 年平均降水量 ３７~ ９５２ ｍｍꎬ 最湿月份降水量 １１ ~ ２１９ ｍｍꎬ 最干月份降水量 ０ ~ ２９ ｍｍꎬ 雨量变化

方差值为 ４０ ~ １３７ꎮ 研究结果表明文冠果适宜生态区包括我国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和北方土石山区以及新疆北

部地区ꎮ
关键词: 文冠果ꎻ 生态位模型ꎻ 生态特征ꎻ 生态适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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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冠果(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ａｓ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属无

患子科文冠果属植物ꎬ 具有耐寒、 耐旱、 耐瘠薄的

特点ꎬ 是改善旱区环境、 防风固沙的优良树种ꎬ
２００６ 年被国家列入“十一五”及重点发展的生态能

源树种之一[１]ꎮ 此外ꎬ 文冠果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

木本油料树种ꎬ 其种仁含油量高达 ６６３９％ꎬ 品质优

良的种仁含油量可达 ７２％ꎬ 远超过一般油料植

物[２－４]ꎮ 其种仁中所含的亚油酸成分降血压效果极

佳ꎬ 是中药益寿宁的主要成分ꎬ 可有效预防高血压、
高血脂、 血管硬化等病症ꎬ 还具有抗癌、 抗老年痴

呆等功效[５－７]ꎮ 文冠果原产黄土高原地区ꎬ 主要分

布在北纬 ３２° ~ ４６°、 东经 １００° ~ １２７°的陕西延安、
山西临汾、 运城和忻州ꎬ 河北张家口和辽宁朝阳等

地ꎮ 鉴于文冠果在生态和医药方面的重大价值ꎬ 近

年来在北方新一轮造林和培育丰产能源林的热潮中ꎬ
文冠果作为生物能源树种备受关注[８－１０]ꎮ 目前对文

冠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及药用价值、 落花

落果分子机制、 遗传变异以 及 育 种 快 繁 等 方

面[１１－１３]ꎬ 而对其资源分布研究非常少ꎮ 为避免在盲

目引种过程中造成经济损失ꎬ 研究文冠果的生态特

征和潜在地理分布显得尤为迫切ꎮ
生态位模型是根据物种已知分布数据和相关环

境变量ꎬ 根据一定的算法构建模型并判断物种的生

态需求ꎬ 并将运算结果投射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

以预测物种的实际分布和潜在分布[１４]ꎮ 随着全球

物种分布数据的共享和空间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ꎬ
生态位模型已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个领域得到开

拓和应用ꎬ 如入侵生物学、 保护生物学、 全球气候

变化对物种分布的影响等[１５－１８]ꎮ 不同的生态位模

型由于原理和算法不同ꎬ 在结果上也会产生差异ꎬ
为避免单个模型预测结果产生偏差ꎬ 本文采用

ＢＩＯＣＬＩＭ、 ＤＯＭＡＩＮ、 ＧＡＲＰ 和 ＭＡＸＥＮＴ 四个经

典模型预测文冠果的生态适宜区ꎮ ＢＩＯＣＬＩＭ 模型

是基于环境包络原理ꎬ 根据各个因子对研究物种生

存限制的范围形成包络ꎬ 若环境中的点处于包络中

则判定该点适宜该物种生存[１９]ꎻ ＤＯＭＡＩＮ 模型原

理是根据 Ｇｏｗｅｒ 距离算法得到点－点的相似矩阵ꎬ
从而判断目标点上环境因子与样本点环境因子的相

似性[２０]ꎻ ＧＡＲＰ 模型基于遗传算法原理ꎬ 每次结

果都存在随机差异ꎬ 需生成最优集合ꎬ 综合最优集

合中的结果得到概率分布的物种生态适宜区[２１]ꎻ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是对未知事物不做假设ꎬ 从符合已

知条件的分布中将信息熵最大的结果作为最优分

布[２２]ꎮ 本文基于 ４ 个生态位模型分析文冠果在原

产地的生态需求并确定文冠果的生态适宜区ꎬ 可为

文冠果树种的推广种植和防沙治理以及药用价值的

开发提供数据基础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材料

１ １ １　 物种分布数据

根据中国数字 植 物 标 本 馆 ( ＣＶＨ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ｖｈ. ｏｒｇ. ｃｎ / )ꎬ 中 国 科 学 院 植 物 标 准 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ｈｐｅ.ｏｒｇ / )以及文献检索得到 １６０
个文冠果样本点ꎬ 样本点主要分布在甘肃、 河北、
内蒙古、 陕西、 山西、 新疆等地ꎬ 将其分布数据保

存为 ｓｈｐ 和 ｃｓｖ 格式ꎮ
１ １ ２　 环境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环境数据见表 １ꎬ 共 １９ 个变量ꎮ
该数据是世界气候数据库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监测数据

的平均值ꎬ 分辨率为 ２５ ｍｉｎ(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ｍ.ｏｒｇ / )ꎮ 地图资料下载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

统(ｈｔｔｐ: / / ｎｆｇｉｓ.ｎｓｄｉ.ｇｏｖ.ｃｎ / )ꎮ
１ １ ３　 生态位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生态位模型和数据处理软件见

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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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环境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气候数据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ａｔａ

单位
Ｕｎｉｔ

年平均温度
ｂｉｏ １: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１０

月均温范围
ｂｉｏ ２: Ｍｅａ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 × １０

昼夜温差与年温差比值
ｂｉｏ ３: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ｔｙ

－

温度变化方差
ｂｉｏ 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

最热月份最高温
ｂｉｏ ５: Ｍａ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ｍｅｓｔ ｍｏｎｔｈ ℃ × １０

最冷月份最低温
ｂｉｏ ６: Ｍ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ｅｓｔ ｍｏｎｔｈ ℃ × １０

年温度变化范围
ｂｉｏ 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 ℃ × １０

最湿季度平均温度
ｂｉｏ ８: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ｔｔ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 × １０

最干季度平均温度
ｂｉｏ ９: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 × １０

最暖季度平均温度
ｂｉｏ １０: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ｍ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 × １０

最冷季度平均温度
ｂｉｏ １１: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 × １０

年平均降水量
ｂｉｏ １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ｍ

最湿月份降水量
ｂｉｏ １３: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ｔｔｅｓｔ ｍｏｎｔｈ ｍｍ

最干月份降水量
ｂｉｏ １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ｅｓｔ ｍｏｎｔｈ ｍｍ

雨量变化方差
ｂｉｏ １５: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

最湿季度降水量
ｂｉｏ １６: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ｔｔ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ｍｍ

最干季度降水量
ｂｉｏ １７: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ｍｍ

最暖季度平均降水量
ｂｉｏ １８: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ｍ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ｍｍ

最冷季度平均降水量
ｂｉｏ １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ｍｍ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生态因子共线性诊断

本文所用的 １９ 个环境因子均与温度和降水相

关ꎬ 因子之间存在共线性易造成模型过度拟合[２３]ꎬ
因此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系数法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ꎮ
当变量之间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系数大于 ０７５ 时ꎬ 选择

其中一个生态意义重大的因子ꎬ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系数小

于 ０７５ 的变量全部保留[２４]ꎬ 最终得到 ９ 个环境变

量ꎬ 分别为年平均温度(ｂｉｏ １)、 昼夜温差月均值

(ｂｉｏ ２)、 昼夜温差与年温差比值(ｂｉｏ ３)、 温度变

化方差(ｂｉｏ ４)、 最热月份最高温(ｂｉｏ ５)、 年平均

降水量(ｂｉｏ １２)、 最湿月份降水量(ｂｉｏ １３)、 最干

月份降水量(ｂｉｏ １４)和雨量变化方差(ｂｉｏ １５)ꎮ
１ ２ ２　 模型应用

先在 ＤＩＶＡ￣ＧＩＳ 软件中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ꎬ
应用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工具随机选取 ７５％的已知分布

点集作为训练样本ꎬ 将剩下的 ２５％以及随机选取

１０ 倍于分布点的背景点设置为测试样本ꎮ 训练样

本用于建模ꎬ 测试样本用于验证[２５]ꎮ 为比较 ４ 种

模型预测结果ꎬ 随机生成 １０ 组训练样本和对应的

测试样本ꎮ
(１)ＢＩＯＣＬＩＭ 和 ＤＯＭＡＩＮ 模型: 先将筛选得

到的 ９ 个环境数据转换成 ｇｒｄ 格式并生成 ｓｔａｃｋ 格

式数据集ꎬ 再依次添加 ｓｈｐ 格式的训练样本和

ｓｔａｃｋ 环境数据集ꎬ 进行 ＢＩＯＣＬＩＭ 和 ＤＯＭＡＩＮ 模

型的预测ꎮ
(２)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 在运行界面导入 ｃｓｖ 格式

的训练样本和 ａｓｃ 格式的环境数据ꎬ 运行参数及

运算规则等采用默认设置ꎬ 以 ａｓｃ 格式输出预测

结果图ꎮ
(３)ＧＡＲＰ 模型: 先将 ａｓｃ 格式环境数据集转

换成 ＲＡＷ 格式的数据(在Ｇａｒｐ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 中

表 ２　 生态位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软件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版本
Ｖｅｒｓｉｏｎ

用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ＤＩＶＡ￣ＧＩＳ ７.５ 样本采集ꎻ ＢＩＯＣＬＩＭ 和 ＤＯＭＡＩＮ 模型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ｉｖａ￣ｇｉｓ.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ＭＡＸＥＮＴ ３.３.３ 最大熵模型预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 / ~ｓｃｈａｐｉｒｅ / ｍａｘｅｎｔ.

Ｄｅｓｋｔｏｐ Ｇａｒｐ １.１.６ ＧＡＲＰ 模型预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ｈｍ.ｋｕ.ｅｄｕ / ｄｅｓｋｔｏｐ￣ｇａｒｐ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ｈｔｍｌ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１ 图层和数据的格式转换以及重分类 ＥＳＲ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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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ꎬ 然后打开 Ｄｅｓｋｔｏｐ Ｇａｒｐ 软件ꎬ 在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 中添加训练样本ꎬ 在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ｙｅｒｓ 中

添加 ＲＡＷ 格式的环境数据集ꎬ 将训练数据比例设

为 １００％ ꎬ 循环次数设为 ２０ 次ꎬ 并设置最优模型

集合ꎬ 预测结果图以 ａｓｃ 格式输出ꎮ
１ ２ ３　 模型预测评估

采用 ＲＯ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曲线验证模型预测精度ꎬ 先将各个模型的

１０ 组预测结果图在 ＤＩＶＡ￣ＧＩＳ 中转换成 ｇｒｄ 格式

并建立相应的 ｓｔａｃｋ 数据集ꎬ 然后导入验证点图

层ꎬ 建立评估文件并输出 ＲＯＣ 值[２６]ꎮ
１ ２ ４　 潜在适生区区划

将每个模型的预测结果中 ＡＵＣ 值最大的预测

分布图作为底图ꎬ 在 ＤＩＶＡ￣ＧＩＳ 中将其格式转换成

ＡＳＣＩＩ 再导入 ＧＩＳ 进行栅格重分类ꎮ 根据自然间断

点分级法 (Ｊｅｎｋｓ)对各个模型结果进行等级划分ꎬ
得到每个模型的适生区分布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潜在适生区预测

４ 个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图 １)ꎬ 文冠果的生态

适宜区分布基本一致ꎬ 主要位于北纬 ３０° ~ ５０°ꎬ
包括西北、 东北和华北地区ꎬ 如内蒙古、 甘肃、 河

北、 宁夏、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陕西、 山西、 河

南、 山东、 安徽、 湖北和江苏等省ꎬ 此外新疆也有

部分生态适宜区ꎮ 其中最适宜区主要分布于西北黄

土高原地区ꎬ 集中于陕西、 山西、 甘肃、 内蒙、 宁

夏和河北等省(表 ３)ꎮ 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ꎬ ＢＩＯＣＬＩＭ 模型根据各个因子对研究

物种生存限制的范围形成包络ꎬ 因需要满足所有的

N

0 5 10 20 30 40
km

A BIOCLIM. B DOMAIN.

C MAXENT. D GARP.

图 １　 四种生态位模型预测文冠果潜在适生区
Ｆｉｇ 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Ｘ.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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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个模型的预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ｓ

适宜区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 ＢＩＯＣＬＩＭ ＤＯＭＡＩＮ ＧＡＲＰ ＭＡＸＥＮＴ

最适宜区
山西、甘肃、内蒙、宁夏、陕
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

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
西、河北、山东、吉林

新疆、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
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吉林、辽宁

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山
西、河北、河南

较适宜区 河南、安徽、吉林
新疆、内蒙、河南、安徽、江
苏、湖北

新疆、陕西、甘肃、内蒙、河
南、山东、吉林、辽宁

次适宜区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 新疆、内蒙、辽宁、黑龙江 内蒙、江苏、黑龙江
新疆、内蒙、甘肃、青海、湖
北、安徽、江苏、黑龙江

限制条件ꎬ 所以预测范围相对保守ꎬ 因此 ＢＩＯ￣
ＣＬＩＭ 模型整个预测区范围最小ꎮ ＤＯＭＡＩＮ 模型判

断目标点上环境因子与样本点环境因子的相似性ꎬ
其结果依赖于分布点ꎬ 因此结果显示其分布较广ꎬ
且最适宜区多以分布点为核心ꎮ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是

对未知事物不做假设ꎬ 从符合已知条件的分布中将

信息熵最大的结果作为最优分布ꎬ 因此预测结果较

为保守ꎮ ＧＡＲＰ 模型预测结果是综合遗传算法的最

优集合得到物种生态适宜区ꎬ 所以其预测的最适宜

区面积最大ꎮ
２ ２　 模型预测准确性评估

ＲＯＣ 曲线是目前认可度较高的诊断试验评价

指标ꎬ 在物种潜在分布预测模型评价中得到广泛应

用ꎬ 而且其不受阈值依赖ꎬ 能更加客观地比较不同

模型的预测结果[２７]ꎮ 在应用过程中ꎬ 将 ＲＯＣ 曲线

下的面积即 ＡＵＣ 值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作为判断

标准ꎬ 其数值范围为 ０ ~ １ꎬ 值越大表示预测越精

确ꎬ 当 ＡＵＣ 值为 ０７ ~ ０８ꎬ 预测准确性一般ꎻ
０ ８ ~ ０９ꎬ 预测准确性好ꎻ ０９ ~ １ꎬ 预测准确性

非常好ꎮ 根据 ４ 个模型的 ＡＵＣ 值(表 ４)ꎬ 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ꎬ 模型组间 ＡＵＣ 值差异性达到显著

水平(Ｐ < ００５)ꎬ 而模型组内 ＡＵＣ 值数据无明显

差异ꎮ 因此 ４ 个模型组内数据比较一致ꎬ 能真实地

反映该模型的预测效果ꎬ 从数值上看ꎬ ４ 个模型的

ＡＵＣ 均值均达到 ０７ 以上ꎬ 表明各个模型预测效

果均达到良好以上ꎬ 均可用来预测文冠果的生态适

宜区ꎻ 组间 ＡＵＣ 值差异性显著ꎬ 表明不同模型的

预测精度有所不同ꎬ 比较各个模型的 ＡＵＣ 均值可

知ꎬ ＤＯＭＡＩＮ > ＢＩＯＣＬＩＭ > ＧＡＲＰ > ＭＡＸＥＮＴꎬ
表明 ＤＯＭＡＩＮ 模型在预测文冠果生态适宜区时具

有较好的精度ꎮ

表 ４　 ４ 个模型的 ＡＵＣ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Ｕ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ｓ

组数
Ｎｏ.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ＵＣ

ＢＩＯＣＬＩＭ ＤＯＭＡＩＮ ＭＡＸＥＮＴ ＧＡＲＰ

１ ０.８８５ ０.９０７ ０.７２２ ０.８４２
２ ０.８２７ ０.８６９ ０.６９８ ０.８０１
３ ０.８６１ ０.９１５ ０.７５０ ０.８５４
４ ０.８８９ ０.９０２ ０.７５６ ０.８５７
５ ０.８７１ ０.９４５ ０.７１３ ０.８４１
６ ０.８６８ ０.９３１ ０.７３２ ０.８７８
７ ０.８８７ ０.９３４ ０.７６４ ０.８５３
８ ０.９０１ ０.９２１ ０.８１５ ０.８７６
９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６ ０.７８０ ０.８３５
１０ ０.９０８ ０.９２４ ０.７５３ ０.８５１

平均值 ０.８８２ ０.９１７ ０.７４８ ０.８４９

２ ３　 文冠果生态特征

气候和土壤是影响物种分布的最主要因素ꎬ
而在大尺度空间上ꎬ 气候是决定物种分布的主要

因素ꎬ 尤其时间尺度上的动态变化能够表征物种的

气候特征ꎬ 因此分析文冠果分布区的气候特征对研

究文冠果的地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将影响文

冠果分布的主要气候因子进行箱图分析ꎮ 结果显示

(图 ２)ꎬ 文冠果的生态特征为: 年平均温度 １ ９ ~
１６℃ꎬ 昼夜温差月均 ８ ３ ~１６℃ꎬ 昼夜温差与年温

差比值 ２２ ~３３ꎬ 温度变化方差值为 ７５２３ ~１４１９８ꎬ
最热月份最高温 ２０ １ ~３３ ５℃ꎮ 年均降水量 ３７ ~
９５２ ｍｍꎬ 最湿月份降水量 １１ ~ ２１９ ｍｍꎬ 最干月

份降水量 ０ ~ ２９ ｍｍꎬ 雨量变化方差值为 ４０ ~
１３７ꎮ

３　 讨论

预测结果显示ꎬ 文冠果的生态适宜区主要分布

于北纬 ３０° ~ ５０°ꎬ 分布区呈东北－西南走向ꎬ 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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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文冠果适宜区生态特征
Ｆｉｇ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Ｘ. 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

华北、 华东及西北地区ꎮ 据文献报道ꎬ 辽宁建平、
北京、 陕西洛南、 甘肃平凉、 青海循化以西、 西藏

察隅、 河南栾川、 安徽合肥、 山东青岛一线以北地

区均有文冠果分布ꎬ 而在此界以东、 以南地区无文

冠果分布[２８]ꎬ 本文预测结果与之基本一致ꎮ 最适

宜区主要集中分布于内蒙古、 河北、 河南、 山西、
陕西以及甘肃ꎬ 这部分地区主要位于黄土高原ꎬ 属

于温带季风气候ꎬ 冬季寒冷干燥ꎬ 夏季高温多

雨[２９]ꎬ 这与文冠果的生长特性相适宜ꎮ 文冠果喜

阳ꎬ 耐半阴ꎬ 对土壤适应性也很强ꎬ 耐瘠薄、 耐盐

碱ꎬ 抗寒能力和抗旱能力极强ꎬ 但在排水不好的低

洼地区、 重盐碱地和未固定沙地不宜栽植文冠

果[３０]ꎬ 而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主要属于黄绵土ꎬ 其

次是黑垆土、 风沙土、 山地褐土、 栗钙土ꎬ 这种土

壤类型蓄水能力弱ꎬ 不会造成过涝ꎬ 因此非常适合

文冠果生长ꎮ 预测结果显示文冠果的水平分布区整

体上呈现连续分布特征ꎬ 但局部地区呈间断分布ꎬ
这些间断分布区可能与该区特殊地形有关ꎮ 为了充

分利用文冠果资源并进行树种推广ꎬ 可将黄土高原

地区作为文冠果的主要发展产区ꎬ 生产优质文冠果

供医用和食用ꎬ 而边缘地带如辽宁、 青海、 西藏等

地区的荒山荒地、 盐碱地、 沙地、 矿山、 油田复垦

地等可进行大规模扩种以实现生态绿化ꎮ
文冠果的生态特征研究表明ꎬ 适合文冠果生长

的地区对环境因子有一定的要求ꎬ 在引种扩种时需

注意环境条件ꎮ 温度和降水是限制物种分布的主要

因子ꎬ 文冠果生态特征研究表明其生长区年平均温

度 １９ ~ １６℃ꎬ 年平均降水量 ３７ ~ ９５２ ｍｍꎬ 这

与文冠果实际生长区的温度 (５ ~ １３℃)、 降水

(２００ ~ ９００ ｍｍ)条件基本符合[３１]ꎮ 据报道ꎬ 在

极端条件下ꎬ 如最低温度为－４１４℃ꎬ 年降水量仅

１５０ ｍｍ 的地区ꎬ 文冠果仍可以生存ꎬ 因此在条件

相对恶劣的地区ꎬ 仍可以进行文冠果栽培ꎬ 但需注

意控制扩种规模ꎮ 本文基于气候变量和生态位模型

预测文冠果生态适宜区分布ꎬ 与实际种植区仍可能

存在一些偏差ꎬ 在实际应用中应因地制宜ꎬ 除了考

虑气候因素外ꎬ 还应兼顾土壤、 地形、 经济、 建

筑、 种植地等其他因素ꎬ 先进行试验种植ꎬ 再大规

模引种[３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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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６

(２): ２７－３４.

[３２] 　 谢彩香ꎬ 宋经元ꎬ 韩建萍ꎬ 黄林芳ꎬ 李西文. 中药材道地性评

价与区划研究[Ｊ]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８(６): ９５０－９５８.

Ｘｉｅ ＣＸꎬ Ｓｏｎｇ ＪＹꎬ Ｈａｎ ＪＰꎬ Ｈｕａｎｇ ＬＦꎬ Ｌｉ Ｘ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ｅｎｕｉｎ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８(６): ９５０－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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