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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受到多种因子的共同制约。 揭示
这一过程及其影响因子对研究火山干扰下的植被演替规律、预测未来植被演替动态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综述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工作，分析了影响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主
要因子，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展望。 影响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因子主要包括生物
因子和非生物因子。 生物因子包括残遗种和种子传播，它们为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提供
繁殖体和种源。 非生物因子包括火山喷发事件、火山基质、土壤因子和气候因子，它们是重
要的外部因子。 火山喷发事件分别从火山干扰尺度、严重度和频度 ３ 个方面制约植被演
替；火山基质类型及其异质性程度决定了植被演替的轨迹，对植被演替动态起主导作用；火
山喷发导致土壤和气候环境恶劣，在火山喷发后的早期演替阶段，植被演替速率低，随着土
壤和气候环境得到改善，植被演替速率逐渐加快。 此外，将模型与“３Ｓ” 技术相结合在大尺
度上研究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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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胜男等：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影响因子

近 ６００ 年来，全球火山活动数量呈现指数增加

火山喷发毁灭植被，形成大面积裸地，迫使植被

趋势（ 李靖等，２００５） 。 截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全球大

重新演替，这为研究植被演替尤其是原生演替的早

座火山喷发。 作为地球内部热能在地表的最强烈显

早关注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研究是在 １８８３ 年印

约有 ５５０ 座活火山（ Ｄ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每年有近 ６０

示，火山喷发能够直接毁坏地表的绿色植被。 喷出
的高温岩浆及其引发的森林火灾烧毁植被，火山灰、
火山泥流、火山碎屑流及火山柱垮塌造成的山体滑
坡掩埋植被，在火山灰下发现的炭化木就是最有力
的见证物。 炭化木是原来的森林被火山喷发喷出的

期阶段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 最
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火山（ Ｋｒａｋａｔａ Ｖｏｌｃａｎｏ） 喷发后
开展的研究（ Ｓｅｌｆ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１） 。 之后，随着火山活动
数量的增加和样地观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
态学家、植物学家相继开展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
研究，比 如，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 等 （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９ ） 和 ｄｅｌ

在高温缺氧的条件下经过炭化形成的，它为研究火

Ｍｏｒａｌ 等 （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０ ） 在 １９７７ 年 有 珠 火 山

山活动的期次、年代、范围和规模提供了科学依据。

（ Ｕｓｕ Ｖｏｌｃａｎｏ） 和 １９８０ 年圣海伦斯火山喷发后掀起

伴随火山喷发的还有火山灰云灾害和火山气体导致

了火山干扰环境下植被演替研究的热潮。

植被演替是一定地段上的植物群落由一个类型

大量灼热的火山灰和浮石等碎屑物所燃烧和掩埋，

的毒害等，这些灾害带来的低温、暴雨、有毒气体等
也可以直接毁坏植被。 另一方面，火山喷发通过改
变成土母质、地形、水文等自然条件，影响火山活动
破坏后的植被演替。 火山喷发改变地形，导致岩性
和水文发生变化；灼热的喷发物破坏土壤，影响土壤
发育和水土流失状态；同时，火山灰、浮石良好的透
水性导致地表径流减少，土壤水分不足，发育相对较
慢，从而限制了植被演替的进程，导致火山喷发后的
植被形成历时非常漫长。
火山喷发对植物群落及其演替的影响具体表现

在以下 ３ 方面：（ １） 植被丰度和盖度在植被恢复期

较低。 研究表明，美国的圣海伦斯火山（ Ｓｔ． Ｈｅｌｅｎｓ

Ｖｏｌｃａｎｏ） 喷发 １５ 后植被盖度仅为 ３８％（ Ｄａ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墨西哥的帕里库廷火山（ Ｐａｒｉｃｕｔｉｎ Ｖｏｌｃａｎｏ）

喷发 ５０ 年后植被平均盖度仍低于 １０％ （ Ｌｉｎｄｉｇ⁃Ｃｉｓ⁃

ｎｅｒ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 。 （ ２ ） 林 线 高 度 降 低 （ Ｆｏｓｂｅｒｇ，

１９５９；Ｊｕｖ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Ｅｆ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 研究表

向另一个类型发生实质且有顺序演变的过程，是生
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演
变的过程（ 龚直文等，２００９） 。 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
替除了具备普通植被演替的共性外，还具有自身的
特殊性，即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是从火山喷发物
形成的裸地上开始的。 根据火山喷发物类型的不
同，主要分为熔岩裸地和火山灰裸地两大类。 熔岩
裸地需要长期的岩石风化、有机质积累和土壤形成，
植物才能建群，因此包括地衣 → 苔藓植物 → 草本植
物→灌木植物→乔木植物发展阶段。 火山灰裸地上
的植被演替可以不经过地衣 → 草本 → 灌木阶段，直
接从乔木阶段开始演替，如白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和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等阳性先锋树种在有种源

的情况下， 在火山灰裸地上可以成林 （ 徐文铎等，

２００４） 。

火山喷发后的植被分布格局、演替动态、演替速

明，中国的天池火山 （ Ｔｉａｎｃｈ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 最近的一次

率和演替轨迹由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共同决定

林，迫使植被重新演替，当前的林线比火山喷发前的

残留的物种） 为演替提供了生命的来源，植被恢复

爆炸式大喷发（ ８００ 多年前） 破坏了 ５０００ ｋｍ ２ 的森

（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 首先，残遗种（ 火山喷发后

林线仍下降了约 ２００ ｍ（ 刘琪璟等，１９９３） ；智利的普

需要以未受火山喷发影响的区域或残遗种所在的区

了 １００ ～ ３００ ｍ（ Ｖｅｂｌ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７） ；日本的富士山

子是植被能够在裸地上开始演替的首要条件。 另

林线从 ２６００ ｍ 下 降 到 ２５００ ｍ （ Ｏｈｓａｗａ，１９８４； Ｍａ⁃

作用也不可忽视。 其中，作为一种大尺度、高强度的

２００５ｂ） 。 天池火山近期（１５００ 多年以来） 的多次喷

演替会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环境

在天池火山上分布到海拔 ２２００ ｍ 上下，目前偃松在

喷发后的植被演替。 本文将分别讨论生物因子和非

耶韦火山（ Ｐｕｙｅｈｕ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 喷发使林线高度下降

域作为种源，开始种子传播过程。 因此，这些生物因

火山（ Ｆｕｊ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 １７０７ 年最后一次大规模喷发使

外，一些非生物因子对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制约

ｓｕｚａｗａ，１９８５） 。 （３） 部分植物种类灭绝（ Ｄａｌｅ ｅｔ ａｌ．，

自然干扰，火山喷发事件本身的特性对后期的植被

发使偃松（ Ｐｉｎ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遭到毁灭，火山喷发前偃松

因子，火山基质、土壤、气候等从多方面影响着火山

此海拔带已不见踪迹（ 刘琪璟，１９９３） 。

生物因子对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制约机制。

２３６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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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因子
残遗种
火山喷发形成的熔岩裸地和火山灰裸地上可能

会残留具有生命迹象的孤岛斑块。 火山喷发时，大

第 ３５ 卷

第１期

种子的形态决定了种子传播能力，而种子传播
能力直接影响火山喷发后的物种建群范围。 有的种
子小而轻，表面生有絮毛、冠毛或羽翅，能够通过风
媒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苏志尧等，１９９３） ，传播能力
较强。 在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过程中，这类物种

部分植被被毁灭，但有的植物因为有岩石屏障、峡谷

一般成为先锋物种，它们建群后植被演替速率明显

或冰雪的保护而躲过了火山灰、熔岩流、碎屑流或横

加快，因为先锋物种能够改善火山喷发带来的恶劣

向冲击波的破坏（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 这些植物

的微气候和土壤环境，为次生物种建群提供有利条

斑块离散地分布在熔岩裸地和火山灰裸地上，就像

件。 白桦和落叶松的种子具备这些特点，传播距离

一些物种的“ 避难所” ，这些幸存下来的物种称为残

作为阳性先锋树种在大范围内迅速建群。

茫茫大海上的小岛，被称为“ 安全岛” 。 “ 安全岛” 是
遗种（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它们在植被演替的过程中发

超过 ２００ ｍ。 公元 １２１５ 年，天池火山喷发后，它们
不同地形对种子传播具有不同的制约作用，进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熔岩孤丘（ Ｋｉｐｕｋａｓ） 就是一

而影响植被演替速率。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研究

全被后来的熔岩流所环绕，但并未被覆盖，上面常有

所，植被演替速率快；而山脊、峡谷、水域则会阻碍种

种典型的“ 安全岛” ，是原来的火山岩或非火山岩完
残遗种生长（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

发现，平地或缓坡是种子传播和物种建群的良好场
子的传播，它们两侧的植被演替速率和植被分布格

残遗种在原生演替的早期阶段发挥了显著作

局存在很大差异。 同时，微地形也会影响种子传播，

用。 首先，它们是火山灰、火山碎屑等喷发物上的本

如冲沟边缘、岩石缝隙等，这些地方背风，种子不易

土植物，对火山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生长速度更

到达，植被演替慢。

快。 研究表明，由残遗种演化而来的植物一般比从

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速率随海拔升高而降低

种子萌发而来的植物长得更快，长势更好（ Ｔｕｒｎｅｒ ｅｔ

（ Ｎａｋａｓｈｉｚｕｋ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种子传播是重要原因之

在正相 关 性。 因 为 丰 富 的 残 遗 种 能 够 改 善 “ 安 全

地带传播。 海拔越高，路程越远，种子传播所需要的

ａｌ．，１９９８） 。 其次，植被演替速率与残遗种的丰度存
岛” 毗邻地区的微气候和土壤环境，为种子萌发和

外来 物 种 定 植 创 造 有 利 条 件 （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 。
１ ２

种子传播

种子传播是指传播体从母体脱落后传播到其他
点位的过程，传播体可以是孢子、种子、果实、复合
果、部分植株或者整个植株（ ｄｅｒ Ｐｉｊｌ，１９８２；Ｈｏｗ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２； Ｎａｔｈａｎ， ２０１３； Ｔｒａｋｈｔｅｎｂｒ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一。 种子传播的路径是从低海拔的种源区向高海拔
时间越长；同时，海拔越高，坡度越陡，种子越难到
达，从而导致植被演替速率越慢。 同时，随着海拔升
高，气温降低，降水减少，即使种子能够到达也很难
萌发。 Ｍａｒｌｅｒ（ ２０１１）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 ２０１０） 分别对菲律
宾的皮纳图博火山（ Ｐｉｎａｔｕｂｏ Ｖｏｌｃａｎｏ） 和圣海伦斯
火山上的植被演替展开研究，均得出植被演替速率
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的结论。 皮纳图博火山喷发 １５

年后，山谷的植被丰度是山顶的两倍（ Ｍａｒ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Ｖａｚａĉ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 火山喷发后植被的自然恢

２０１１） ；圣海伦斯火山海拔每升高 ２５０ ｍ，植被丰度

１９９３；Ｂａｋ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Ｃｏｒｌ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尤其

２

种子传播更是成为其植被恢复不可或缺的途径。 种

２ １

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子传播（ Ｎａｋａｓｈｉｚｕｋａ ｅｔ ａｌ．，
是被火山熔岩覆盖导致繁殖体或种源缺乏的地区，
子传播的媒介主要有风、水、动物、人类等（ ＭｃＫｅｙ，

降低 ５０％（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
非生物因子
火山喷发事件

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与火山喷发事件本身的

１９７５； Ｂａｋ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Ｂｅｎíｔｅｚ⁃Ｍａｌｖｉｄｏ ｅｔ ａｌ．，

性质息息相关（ Ｍａａｒｅｌ，１９９３） ，干扰尺度（ 灾害区面

风，而大陆火山上种子传播的主要媒介是风和动物

度的基本三要素（ 表 １） ，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

２０１４） 。 海洋火 山 上 种 子 传 播 的 主 要 媒 介 是 水 和
（ Ｎａｋａｓｈｉｚｕｋ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

种子传播对植被演替的影响与种子传播能力、

地形和海拔等因子有关。

积） 、严重度和频度是衡量火山喷发对植被干扰程
作用，从而使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过程变得更加
复杂（ 图 １） 。

修 改自Ｔｕｒｎｅｒ 等（ １９９８ ） 。状态Ａ：当火山干扰

２３７

周胜男等：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影响因子
表 １ 基于干扰机理下的尺度、频度、严重度的定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ｒｅ⁃
ｇ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名称

定义

干扰尺度

每一个干扰事件干扰的平均面积

干扰频度

单位时间内干扰事件发生的平均次数

干扰严重度
干扰事件对有机体、群落、生态系统等的影响程度
修改自 Ｔｕ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

１０ ４ ｋｍ ２ 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被火山灰覆盖（ Ｂｌｉｎｋ⁃

ｈｏｒ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

这种干扰尺度的差异间接影响建群种的类型和

植被演替速率（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１９９９） ，进而影响整个区域

的植 被 分 布 格 局 和 演 替 动 态 （ ＭｃＣｌａｎａｈａｎ， １９８６；
Ｂｅｒｇｅｒ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 其原因在于，火山干扰尺度
不仅影响边缘效应的发挥，而且制约物理环境的变
化范围。 火山干扰尺度越小，边缘效应越能发挥积
极作用，即使火山裸地上的残遗种很少，周边未受损
的群落依然能够为裸地斑块上的植被演替提供繁殖
体，植被演替速率越高（ 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 火山干扰尺度越大，火山裸地的核心区

不能有效地从周边未受损的植物群落获得繁殖体，
而是依靠风媒传入种子，植被演替速率越低。 研究

图 １ 随火山干扰尺度、严重度、频度而变化的植被演替
Ｆｉｇ． １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
ａｎｃｅｓ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ｉｎ ｓｃａｌ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尺度小、严重度低（ 残遗种丰富） 时，植被演替动态
简单，演替轨迹可预测。 状态 Ｂ： 当火山干扰尺度

表明，１９８０ 年圣海伦斯火山喷发，３ 分钟内推倒或烧
毁了 ６２５ ｋｍ ２ 的森林，木材损失量高达 ９４０ × １０ ４ ｍ ３
（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这种大尺度的火山干扰导
致风 媒 物 种 是 其 植 被 恢 复 后 的 优 势 物 种 （ Ｄ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 同时，火山干扰尺度越大，物理环境的
变动范围越大，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之间的交互
作用越复杂，植被的空间动态就越复杂。

大、严重度高（ 残遗种稀少） 时，植被演替动态较复

２ １ ２

杂，演替轨迹不可预测，且由干扰斑块的尺度、形状

破坏程度决定了植物的存活概率和空间分布格局，

和轮廓决定。 状态 Ｃ：大尺度、高严重度的火山干扰
频繁发生时，植被演替动态复杂，演替轨迹可能发生
质变。

２ １ １

火山干扰尺度

本文中的火山干扰尺度是

指火山喷发事件对地表植被破坏面积的大小，它由
火山爆发指数（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简称 ＶＥＩ）

和地质条件共同决定。 火山爆发指数（ ＶＥＩ） 越高，
地质条件越不稳定，对植被的破坏面积越大。 不同
的火山喷发物对植被的干扰范围存在较大差异。 高
温岩浆喷出地表后立即凝固， 流动距离不超过 １０

ｋｍ，对植被的破坏面积小，局限在火山口附近；火山
泥流沿河流沟谷等低洼地带流动数千米远，毁坏沿
河谷分布的植被；火山碎屑流覆盖范围往往超过数
百平方千米；火山灰能飘到很远的地方，对植被的干
扰范围最广，往往超过数千平方千米 （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 距今约 ８００ 年前，天池火山发生 ７ 级普
林尼式大爆发，火山灰最远飘到 １０００ ｋｍ 以外的日

本北海 道 北 部 （ Ｍａｃｈｉｄ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０） ；

７４０００ 年前，位于印尼苏门达腊岛北部的多巴火山
（ Ｔｏｂａ Ｖｏｌｃａｎｏ） 发生 ８ 级超大规模爆发， 约 ４０００ ×

火山干扰严重度

火山喷发对不同地区的

存活下来的植物往往成为后期植被恢复的种源与繁
殖体，其丰度和盖度对植被演替动态尤其是原生演
替的早期阶段具有重要作用（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９８５；Ｄ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 天池火山分别于公元 １６６８ 年和 １７０２ 年
有两次小规模喷发，这两次喷发强度低，只有火山口
附近的植被遭到较小程度的破坏并很快恢复，整个
区域的植被分布格局和演替动态几乎未受火山喷发
的影响。 然而，天池火山在公元 １２１５ 年发生 ７ 级普
林尼式大爆发，喷出 ７６ ～ １１６ ｋｍ ３ 的火山灰、熔岩，引

发泥石流和森林火灾，方圆 １００ ｋｍ 范围内的原始森
林植被遭到破坏（ 徐文铎等，２００４） 。 这次严重的火

山干扰使长白山 ４ 个坡向的植被分布格局和演替动
态变得更加复杂，除北坡以外，其他 ３ 个坡向的植被
演替不再 服 从 垂 直 地 带 性 规 律 （ 赵 大 昌，１９８４； 戴

璐，２００８） 。 更有甚者，约 ７４０００ 年前，超级火山多巴
火山喷出约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ｋｍ ３ （ Ａｌｄｉｓ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Ｏｐ⁃

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２００２） 火山灰，夷平了 ２００００ ｋｍ ２ 地表植
被（ Ｍｉｃｈ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 这次超级火山喷发对当
地的植被造成了毁灭性灾难，使植被需要数个世纪
才能演替到顶级状态。 因此，火山干扰严重度是决

２３８

生态学杂志

火山喷发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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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演替轨迹是指植被演替系列 （ 植被组成、

定植被演替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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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喷发频度对植被演替

群落结构等） 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最开始一致认为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时间尺度上。 一般而言，当火山

这种趋势是不可能呈线性或收敛的，甚至是不可预

喷发频度较低时，某些耐火的种子，如球果，具有充

测的。 后来，生态学家们发现植被演替轨迹是可以

足的时间萌发并建群。 当火山喷发频度增加时，大

预测的，一般呈现单元和多元两种趋势。 最早关于

多数乔木在其种子没有成熟之前便被毁灭；即使有
大量的种子在火山喷发过程中幸存下来，它们可能
在幼苗阶段就被二次火山喷发毁灭。 因此，在高频

植被演替轨迹的单元演替顶级 学 说 是 由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于 １９１６ 年提出的：在统一气候区内，不管演替初期
的条件多么不同，植被总是倾向于减轻极端情况而

度火山喷发条件下，植被很难完成演替或需要更长时

演替成顶级群落。 但是这个假设无法验证。 Ｈａｎｓｏｎ

新西兰系列火山表明，新西兰的火山每 １００ ～ ２００ 年喷

论：植被从演替的早期阶段到晚期阶段，不同演替系

间才能恢复到火山喷发前的状态。 Ｏｇｄｅｎ（１９９８）研究

于 １９６２ 年提出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单元演替顶极理

发一次，伴随每次火山喷发的是大范围的森林火灾和

列的相似性会增加。 这个理论强调植物群落随时间

泥石流，大面积的森林植被被烧毁或被掩埋，它们需

循序渐进的变化，可以用实验进行验证。 植被的多

要几个世纪才能恢复到火山喷发前的状态。

元演替理论则是指植被演替系列随时间变化差异性

另外，火山喷发频度对植被的演替轨迹也会产

增加，最终出现多种演替顶级。

生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频繁的火山喷发会打破生

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是呈现单元演替轨迹还

态系统的稳定性进而改变植被的演替轨迹。 Ｔｕｒｎｅｒ

是多元演替轨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火山基质的异质

物种进行二次破坏，降低其丰度和多样性，导致植物

被演替得出，在植被演替的早期阶段多元演替是主

（１９９８） 也认为，高频度的火山喷发会对幸存下来的

性程度。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２０１０） 研究圣海伦斯火山上的植

群落不能恢复到火山喷发前的森林群落，而演替成

要趋势，只有在少数种子传播缺乏、种间竞争强烈且

灌丛或草本群落。 对于喷发时间间隔较长的火山，

气候因子起主导作用的立地上才会出现不显著的单

如休眠火山，植物群落通过提高自身的耐火性，如树
皮变厚，来适应火山喷发带来的火干扰，植被的演替
轨迹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另一种观
点是以 Ｌｉｎｄｅｒ 为代表，其认为在生态系统比较稳定
的休眠火山上，植被的演替轨迹也会随时间发生改
变（ Ｌｉ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 。

２ ２

火山基质

在景观生态学中，基质通常是指斑块镶嵌内的
背景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形式，是面积最大、连通性

元演替趋势。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 研究有珠火山
上 的 植 被 演 替 时 也 得 出 了 相 似 的 结 论。 Ｐｒａｃｈ

（２０１４） 进一步指出，当火山基质相同或相似而立地
条件差异明显时，植被演替的趋同性逐渐增强；当火
山基质差异较大时，即使立地条件相同或相似，植被
演替的分异性也会越来越显著；而当火山基质和立
地条件同时相似或同时差异明显时，植被演替的趋
同性和分异性将都不显著（ 表 ２） 。

２ ３

土壤因子

最好、对景观动态控制程度最强的景观要素。 在火

火山喷发使原来的土壤层被火山灰、火山熔岩、

山景观中，植被生长和演替是在火山喷发物上进行

火山碎屑等喷发物覆盖，形成了恶劣的非生命环境。

的，火山 喷 发 物 是 控 制 植 被 演 替 的 主 导 因 素 （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２００７；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２００９；Ｐｒａ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 因

此，对于火山景观，基质是指火山喷发物，主要包括：
火山灰、火山熔岩、火成碎屑物、火山泥流物等不同

类型（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１９９９） 。 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是

原生演替还是次生演替与火山喷发物的类型有关。
火山熔岩、火山碎屑物和大部分火山泥流物一般是
纯裸地，在这些基质上开始的演替多为原生演替；由
于火山灰和少部分火山泥流上会残留一些植被，因

此它 们 上 面 进 行 的 演 替 是 次 生 演 替 （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１９９９） 。

比如，火山熔岩、浮石的主要特征为密度低、黏性差、
营养 物 质 缺 乏， 尤 其 是 氮 缺 乏。 研 究 表 明， １９８０
年 圣 海 伦 斯 火 山 喷 发 后 土 壤 中 磷 的 含 量 为 ４００
表 ２ 不同立地条件和火山基质上植被演替趋势的单元性
和多元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ｖ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立地条件
差异大
差异大
演替轨迹不显著
相似或相同
多元演替轨迹
引自 Ｐｒａ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

火山基质
相似或相同
单元演替轨迹
演替轨迹不显著

２３９

周胜男等：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影响因子

μｇ·ｇ －１ ，钾的含量为 １１００ μｇ ·ｇ －１ ，而氮的含量仅

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 Ｔａｍｂｏｒａ Ｖｏｌｃａｎｏ） 喷发

山基质不能满足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养分，植被演替

惨重。 李晓东（１９９４） 研究表明，１９９１ 年皮纳图博火

为 ２５ μｇ·ｇ （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这种贫瘠的火
－１

慢。 随着岩石风化，有机质积累，具有肥力的表土层
逐渐形成，植被演替速率加快。
土壤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化学风化、植物固氮和
物理风化来实现。 化学风化促使岩石中的钾、磷等
元素在土壤中积累，增加土壤的湿度和黏性。 同时，
一些草本植物或灌木，如羽扁豆 （ Ｌｕｐｉｎｕ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

ｌｕｓ） ，具有很强的固氮能力并且呈高密度斑块状聚
集，它们死后将氮素释放到土壤中，提高土壤的有机
质含量和蓄水能力，为其他物种定植创造了良好的

土壤环境（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 研究表明，圣海伦斯火山喷发后，８０％ 的植
物倾向于在羽扁豆死后的残丘上建群（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引起气候变冷，产生的夏季暴风雪使英国林业损失
山喷发使局地最大温度下降 １．４ ℃ ，全球平均温度
下降达 ０．５ ℃ ，严重干扰了植被的正常演替。

强火山喷发还会引起局部地区降水异常，频繁

的旱涝灾害扰乱植被演替动态。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
山灰和 ＳＯ ２ 气体增加大气中的吸湿性凝结核，催化

降水的发生；另外，火山产生的大量水汽也有利于局
部地区水汽达到过饱和状态（ 李靖，２００５） 。 张先恭
（１９８５） 、刘永强（１９９３） 等研究 ５００ 年强火山喷发与
中国旱涝灾害得出：火山喷发会加剧我国降水在时
空分布上的不均匀性。 旱涝灾害不仅直接破坏大面
积的森林植被，而且妨碍植被的正常演替。
再次，火山喷发喷出的卤化物破坏地表植被和

ａｌ．，１９９３） 。 物理风化通过岩石崩解和火山灰侵蚀

生态环境。 一是 ＨＦ 气体吸附在火山灰表面，形成

差使岩石崩解产生缝隙，这些缝隙往往成为植物生

ＨＣＬ 气体破坏大气圈臭氧层甚至形成“ 臭氧空洞” ，

改善植被生长的环境，植被演替速率加快。 昼夜温
长的“ 避风港” （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 火山灰下埋
藏了大量的种子库和残遗种，火山灰一旦被风、雨水
或冰雪融水侵蚀，这些种子和残遗种露出地表，在光
照、温度、水分适宜的条件下重新建群，植被演替速

迅速 扩 散 的 ＨＦ 气 体 云， 沉 降 后 污 染 植 被。 二 是

使地表植 被 因 接 受 过 量 紫 外 线 辐 射 而 损 坏 死 亡。
ＨＣＬ 气体还会形成酸雨，造成地表植被大规模死亡
（ 郭正府等，２００７） 。

因此，在火山喷发后的早期，植被演替速率低

率加快（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 Ｈａ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４７；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 随着气

被比周围未被侵蚀区域的植被恢复得快。 同时，靳

气温和降水恢复正常，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植物生长

研究有珠火山表明，火山灰被侵蚀后的冲沟上的植

溶胶、悬浮颗粒、ＳＯ ２ 、ＨＦ 及 ＨＣＬ 气体扩散或沉降，

英华等（２０１３） 也提出，长白山北坡植被演替速率快

所需的光照、温度和水分条件适宜，植被演替速率迅

于东坡的原因主要是北坡较早的完成了火山灰侵蚀

速增加。

过程。 然而，过于频繁的火山灰侵蚀导致表土层不

３

稳定，破坏植物根系，反而不利于植被恢复（ Ｌｉｎｄｉｇ⁃
Ｃｉｓｎｅｒ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

２ ４

气候因子

火山活动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外部因子（ 郭

正府等，２００２） 。 强火山喷发（ 火山爆发指数 ＶＥＩ≥

４） 甚至会导致全 球 气 候 异 常， 这 种 异 常 一 般 持 续
４ ～ ５ 年（ 李平原等，２０１２） 。 对气候变化产生主要影
响的是火山喷发喷出的气溶胶、悬浮颗粒、ＳＯ ２ 、ＨＦ

及 ＨＣＬ 气体（ 李晓东等，１９９３） ，它们通过使气温降
低、降水异常和破坏生态环境间接影响地表的植被
演替。
强火山喷发形成的平流层气溶胶能强烈反射和
散射太阳辐射，减少入射的太阳短波辐射，使地表温
度降低，这种异常低温不仅冻死地表植被，而且不利

于种子萌发和幼苗定植（ 李靖等，２００５） 。 １８１５ 年，

展

望

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已经在地球上的主要火
山上得到一定研究，只有全面了解火山喷发后植被
演替的影响因子，才能深入探讨在火山干扰环境下
的植被演替机理，并解释火山喷发后植被分布格局
与植被演替动态的特殊性。 目前已开展火山喷发后
植被演替研究的著名火山有：美国的圣海伦斯火山
（ Ｓｔ． Ｈｅｌｅｎｓ Ｖｏｌｃａｎｏ） 、日本的有珠火山（ Ｕｓｕ Ｖｏｌｃａ⁃

ｎｏ） 、中国的天池火山（ Ｔｉａｎｃｈ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 、菲律宾的
皮纳图博火山（ Ｐｉｎａｔｕｂｏ Ｖｏｌｃａｎｏ） 、新西兰的塔拉纳
基火山（ Ｔａｒａｎａｋ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 和陶波火山（ Ｔａｕｐｏ Ｖｏｌｃａ⁃
ｎｏ） 、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火山 （ Ｋｒａｋａｔａｕ Ｖｏｌｃａ⁃

ｎｏ） 和多巴火山 （ Ｔｏｂａ Ｖｏｌｃａｎｏ） 等。 对于近 １５０ 年
来喷发的火山，如圣海伦斯火山、有珠火山、皮纳图
博火山等，主要通过建立固定样地进行长期跟踪研

２４０

生态学杂志

究，如定期收集样地内的植被类型、种类、株数等信

息，然后采用去趋势对应分析（ ＤＣＡ） 、主成分分析
（ ＰＣＡ） 等方法研究植被的演替情况。 这类研究在
跟踪火山灰、熔岩裸地上完整的植被演替过程时具
有显著优 势， 尤 其 是 为 探 讨 原 生 演 替 的 早 期 阶 段

（ 地衣、苔藓） 的植被动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对于

喷发年代达千年甚至万年以上的火山，如天池火山、
陶波火山、多巴火山等，由于早期演替阶段的样地数
据无法获取，因此关于这类火山上植被演替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中晚期演替阶段（ 草本、灌木和乔木） 。
同时，样品检测是研究这类火山上植被演替的常用

方法，主要表现为通过鉴定泥炭层中的炭化木（ 赵
大昌，１９８４） 或分析火山灰中的花粉孢子（ 戴璐等，

２００８） 分析植被演替规律。 但是，通过建立固定样
地对年轻火山上的植被动态进行逐年跟踪调查仍是
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研究的主流。

随着数学、“ ３Ｓ” 、计算机数值仿真和实验室模

拟等技术的发展，将模型与“３Ｓ” 技术相结合在大尺
度上研究并预测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动态已崭露
头角，尤其是在研究喷发年代久远的火山上的植被
演替时，这种方法更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这方面的
研究主要有：Ｔｈｒｉｐｐｌｅｔｏｎ（２０１４） 应用景观模型 Ｌａｎｄ⁃

Ｃｌｉｍ 成功模拟了陶波火山喷发后长达 １７００ 年的植
被演替过程，Ｂｅｙ（２００３） 应用 Ｅｖａｐ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ｎｏｍｙ 模型
模拟了喀拉喀托火山自 １８８３ 年喷发后植被演替的

４ 个阶段。 同时，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 在多元数据的

整合、数据的统计分析、模型建立等方面功能强大，
利用遥感（ ＲＳ） 进行当前植被动态监测和卫星定位
技术（ ＧＰＳ） 进行野外数据采集都显示了无限的前
景，它们为模型验证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和数据
支持，从而提高了模型模拟的准确性。 因此，应用模
型与“３Ｓ” 技术相结合在大尺度上研究火山喷发后
的植被演替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璐． ２００８． 火山喷发对长白山东坡历史植被演替的影响
（ 硕士学位论文） ． 吉林： 东北林业大学．
戴 璐， 武耀祥， 韩士杰， 等． ２００８． 火山大爆发对长白山东
坡历史植被演替的影响． 生态学杂志， ２７（ １０） ： １７７１－
１７７８．
龚直文， 亢新刚， 顾 丽． ２００９． 森林植被恢复阶段群落研
究动态综述．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３１（２） ： ２８３－２９１．
郭正府， 刘嘉麒． ２００２． 火山活动与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地球
科学进展， １７（４） ： ５９５－６０４．
郭正府， 陈晓雨， 刘嘉麒． ２００７． 中国大陆火山活动对气候
戴

第 ３５ 卷

第１期

与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２６
（４） ： ３１９－３２２．
靳英华， 许嘉巍， 梁 宇， 等． ２０１３． 火山干扰下的长白山植
被分布规律． 地理科学， ３３（２） ： ２０３－２０８．
李 靖． ２００５． 近一千年世界火山活动与我国旱涝分布的关
系（ 硕士学位论文） ． 北京：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李 靖， 张德二． ２００５． 火山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气象科技，
３３（３） ： １９３－１９８．
李平原， 刘秀铭， 刘 植， 等． ２０１２． 火山活动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影响． 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７（１） ： ８３－８８．
李晓东， 王绍武， 黄建平． １９９３． 火山喷发对气候影响信号
的检测． 应用气象学报， ４（４） ： ４５８－４６７．
李晓东， 王绍武， 黄建平． １９９４． 火山活动对气候影响的数
值模拟研究． 应用气象学报， ５（１） ： ９０－９７．
刘琪璟， 王 战， 王少先． １９９３． 长白山近期火山爆发对高
山亚高山植被的影响． 地理科学， １３（１） ： ５７－６１．
苏志尧， 仲铭锦． １９９３． 种子传播的生态学特点． 仲恺农业技
术学院学报， ６（１） ： ４８－５３．
刘永强， 李月洪， 贾朋群． １９９３． 低纬和中高纬度火山爆发
与我国洪涝的关系． 气象学报， １９（１１） ： ３－７．
徐文铎， 何兴元， 陈 玮， 等． ２００４． 长白山植被类型特征与
演替规律的研究． 生态学杂志， ２３（５） ： １６２－１７４．
赵大昌． １９８４． 长白山火山爆发和植被发展演替关系的初步
探讨． 自然资源， ４（３） ： ７２－７８．
张先恭， 张国富． １９８５． 火山活动与我国旱涝、冷暖的关系．
气象学报， ３（２） ： １９６－２０７．
Ａｄｉｅ ＡＢ， Ｄａｌｅ ＶＨ， Ｓｍｉｔｈ ＥＰ，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ｅｒｒａ Ｎｅｖａｄａ ｄｅ Ｓａｎｔａ
Ｍａｒｔａ，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 ２１９－２２９．
Ａｌｄｉｓｓ ＤＴ， Ｇｈａｚａｌｉ ＳＡ． １９８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ｂａ ｖｏｌｃａｎ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４１： ４８７－５００．
Ｂａｋｋｅｒ ＪＰ， Ｇｒｏｏｔａｊａｎｓ ＡＰ， Ｈｅｒｍｙ 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Ｓｅｅｄ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Ｎｅｅｒｌａｎｄｉｃａ， ４５： ４６１－４９０．
Ｂｅｎíｔｅｚ⁃Ｍａｌｖｉｄｏ Ｊ， Ｇｏｎｚｌｅｚ⁃Ｄｉ Ｐ， Ｌｏｍｂｅｒａ 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Ｓｅ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ｇｉｖｏｒｅ ｈａｂ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ｏ ｓｙｍｐａｔｒｉｃ ｐｒｉｍａ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１０１： ９７０－９７８．
Ｂｅｒｇｅｒｏｎ Ｙ， Ｄａｎｓｅｒｅａｕ ＰＲ． １９９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ｒｅ ｃｙｃ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 ８２７－８３２．
Ｂｅｙ Ａ． ２００３． Ｅｖａｐ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ｎｏｍｙ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ｕ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Ｋｒａｋａｔａｕ ’ ｓ １８８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１６９： ３２７－３３７．
Ｂｌｉｎｋｈｏｒｎ Ｊ， Ｐａｒｋｅｒ ＡＧ， Ｄｉｔｃｈｆｉｅｌｄ 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ｕｒ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ｂａ， ７４０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ｘ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ｒｒｅｒｕ Ｖａｌｌｙ，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５８： １３５－１４７．
Ｃｏｒｌｅｔｔ ＲＴ， Ｈａｕ ＢＣＨ． ２０００． Ｓｅ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
ｔｉｏｎ ／ ／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ＳＪ， Ｋｅｒｂｙ ＤＢ， Ｈａｒｄｗｉｃｋ Ｋ， ｅｄ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
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Ｔｉｍｂ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周胜男等：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影响因子
Ｃｈｉａｎｇ Ｍ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３１７－３２５．
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ＪＭ， Ｕｈｌ Ｃ， Ｍｕｒｒａｙ Ｇ． １９９６． Ｐｌａ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ｒｕｇｉｖｏｒｏｕｓ 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Ａｍａｚｏｎｉａｎ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ｓｅ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
４９１－５０３．
Ｄａｌｅ ＶＨ， Ａｄａｍｓ ＷＭ． ２００３．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ｆ⁃
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ａｖａｌａｎｃｈｅ ａｔ Ｍｏｕｎｔ Ｓｔ． Ｈｅｌｅｎ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１３： １０１－１１３．
Ｄａｌｅ ＶＨ， Ｄｅｌｇａｄｏ⁃Ａｃｅｖｅｄｏ Ｊ， ＭａｃＭａｈｏｎ Ｊ． ２００５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 ／ Ｍａｒｔｉ Ｊ， Ｅｒｎｓｔ
ＧＧＪ， ｅｄｓ．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２７－２４９．
Ｄａｌｅ ＶＨ， Ｓｗａｎｓｏｎ ＦＪ， Ｃｒｉｓａｆｕｌｌｉ ＣＭ． ２００５ｂ．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８０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Ｓｔ． Ｈｅｌｅｎｓ ／ ／ Ｄａｌｅ ＶＨ，
Ｓｗａｎｓｏｎ ＦＪ， Ｃｒｉｓａｆｕｌｌｉ ＣＭ， ｅ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８０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Ｓｔ． Ｈｅｌｅ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
ｇｅｒ： ３－１１．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Ｒ， Ｂｌｉｓｓ ＬＣ． １９９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
ｓｉｏ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Ｓｔ Ｈｅ⁃
ｌｅｎｓ ／ ／ Ｂｅｇｏｎ Ｍ， Ｆｉｔｔｅｒ ＡＨ， ｅｄ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ｌｔｈａ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６６．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Ｒ， Ｗｏｏｄ ＤＭ． １９９３．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Ｍｏｕｎｔ Ｓｔ． Ｈｅｌｅ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 ２２３－２３４．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Ｒ， Ｇｒｉｓｈｉｎ ＳＹ． １９９９．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 Ｗａｋｋｅｒ ＬＲ， ｅ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Ｄｉｓ⁃
ｔｕｒｂ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７－１６０．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Ｒ． ２００７．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４７９－４８８．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Ｒ， Ｓａｕｒａ ＪＭ，Ｅｍｅｎｅｇｇｅｒ ＪＮ． ２０１０．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
ｓ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ａ ｂａｒｒｅｎ ｐｌａｉｎ， Ｍｏｕｎｔ Ｓｔ． Ｈｅｌｅｎ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１： ８５７－８６７．
ｄｅｒ Ｐｉｊｌ ＬＶ． １９８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Ｅｆｆｏｒｄ ＪＴ，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ＢＤ， Ｂｙｌｓｍａ ＲＪ． ２０１４．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ｔｅｐｈｒａ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ＡＤ １６５５） ｏｎ ｔｒｅｅｌｉｎ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ｔ Ｔａｒａｎａｋｉ，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５２： ２４５－２６１．
Ｆｏｓｂｅｒｇ ＦＲ． １９５９．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ｕｎａ Ｌｏａ，
Ｈａｗａｉｉ．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９２： １４４－１４６．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ＪＦ． １９８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Ｓｔ． Ｈｅｌｅ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 １９８－２１６．
Ｈａｎｓｅｎ ＨＰ． １９４７． Ｐｏ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９： １－１３０．
Ｈｏｗｅ ＨＦ， Ｓｍａｌｌｗｏｏｄ Ｊ． １９８２．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１３： ２０１－２２８．
Ｊｏｎｅｓ ＧＡ， Ｈｅｎｒｙ ＧＨ． ２００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ｌａ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ｒｅ⁃
ｃｅｎｔｌｙ 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ｔｅ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Ｈｉｇ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０： ２７７－２９６．
Ｊｕｖｉｋ ＪＯ， Ｒｏｄｏｍｓｋｙ ＢＴ， Ｐｒｉｃｅ Ｊ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ｕｎａ Ｌｏａ， Ｈａｗａｉｉ” ： Ａ ５０ｔｈ⁃ａｎｎｉ⁃

２４１
ｖｅｒｓａｒｙ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９２： ５１８－５２５．
Ｌｉｎｄｅｒ Ｐ， Ｅｌｆｖｉｎｇ Ｂ， Ｚａｃｋｒｉｓｓｏｎ Ｏ． １９９７． Ｓｔ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ｖｉｒｇｉｎ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Ｓｗｅ⁃
ｄ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９８： １７－３３．
Ｌｉｎｄｉｇ⁃Ｃｉｓｎｅｒｏｓ Ｒ， Ｇａｌｉｎｄｏ⁃Ｖａｌｌｅｊｏ Ｓ， Ｌａｒａ⁃Ｃａｂｒｅｒａ 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ｐｈｒ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ｃｕｔｉｎ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Ｍｅｘｉｃ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５１： ４５５－４６１．
Ｍａａｒｅｌ Ｅ． １９９３． 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
７３３－７３６．
Ｍａｃｈｉｄａ Ｈ， Ａｒａｉ Ｆ． １９８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ｈ ｆａｌｌ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ｔｅ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８：１５１－１６４．
Ｍａｃｈｉｄａ Ｈ， Ｍｏｒｉｗａｋｉ Ｈ， Ａｒａｉ Ｆ． １９８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ｂａ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ｅｖａｓｔａ⁃
ｔｉｏｎ （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ｔｅｐｈｒａ ） ．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 ２３－２６．
Ｍａｃｈｉｄａ Ｈ， Ｍｏｒｉｗａｋｉ Ｈ， Ｚｈａｏ ＤＣ．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ｂａ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ｏｋｙｏ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５：
１－２０．
Ｍａｒｌｅｒ ＴＥ，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Ｒ． ２０１１．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ａｎ ｅｌｅ⁃
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Ｐｉｎａｔｕ⁃
ｂｏ， Ｌｕｚｏ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５： １５７－１７３．
Ｍａｓｕｚａｗａ Ｔ， Ｓａｋｉｏ Ｈ． １９８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ｂｅ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Ｍｔ． Ｆｕｊｉ． Ｔｈ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９８： １５－２８．
ＭｃＣｌａｎａｈａｎ ＴＲ． 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ｓｅｅ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 ６５： １７５－１７８．
ＭｃＫｅｙ Ｄ． １９７５．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ｅｖｏｌｖｅｄ ｓｅ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 ２４６： １５８－１９１．
Ｍｉｃｈａｌｅ ＤＰ， Ｐｅｔｅｒ Ｄ， Ｊｏｎｅｓ 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Ｔｏｂａ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ｓｕｐｅｒ⁃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ｉｎｉｎ ｏｐｐ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１４０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Ｑｕａｔｅｒ⁃
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５８： １１９－１３４．
Ｎａｋａｓｈｉｚｕｋａ Ｔ， Ｉｉｄａ Ｓ， Ｔａｎｉｍｏｔｏ 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 Ｓｅ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ａ ｄｅｂｒｉｓ ａｖａｌａｎｃｈ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ｔａｋ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ａｐ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４： ５３７－５４２．
Ｎａｔｈａｎ Ｒ． ２０１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 Ｌｅｖｉｎ ＳＡ， ｅｄ． Ｅｎｃｙ⁃
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Ｗａｌｔｈａｍ：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５３９－５６１．
Ｏｈｓａｗａ Ｍ． １９８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Ｍｔ． Ｆｕｊｉ．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
５７： １５－５２．
Ｏｇｄｅｎ Ｊ， Ｂａｓｈｅｒ Ｌ， Ｍｃｇｌｏｎｅ Ｍ． １９９８．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ｆｉｒ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ｌｙ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８１： ６８７ －
６９６．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Ｃ． ２００１．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ｋｎｏｗｎ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ｏｂａ ≈ ７４ ｋｙｒ ＢＰ？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
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１： １５９３－１６０９．
Ｐｒａｃｈ Ｋ， Ｐｙšｅｋ Ｐ， Ｒｅｈｏｕｎｋｏｖａ Ｋ． ２０１４．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

２４２
ｐｒｏａ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１６： １７４－１７９．
Ｓｅｌｆ Ｓ， Ｒａｍｐｉｎｏ ＭＲ． １９８１． Ｔｈｅ １８８３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ｒａｋａｔａｕ． Ｎａ⁃
ｔｕｒｅ， ２９４： ６９９－７０４．
Ｔｈｒｉｐｐｌｅｔｏｎ Ｔ， Ｄｏｌｏｓ Ｋ， Ｐｅｒｒｙ ＧＬ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Ｔａｕｐ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Ｍｔ Ｈａｕｈｕｎｇａｔａｈｉ，
Ｎｏｒｔｈ Ｉｓｌ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
ｇｙ， ３８： ２６－３８．
Ｔｒａｋｈｔｅｎｂｒｏｔ Ａ， Ｋａｔｕａｌ ＧＧ， Ｎａｔｈａｎ Ｒ． ２０１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
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ｅ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ｂｙ ｗｉｎｄ ｏｖｅｒ ｈｉｌｌｙ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７４： ２９－４０．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 Ｓ． １９８７．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Ｕｓｕ，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９７７ ａｎｄ
１９７８．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 ７３： ５３－５８．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 Ｓ． １９９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 Ｕｓｕ，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３０１－３０６．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 Ｓ． ２００９．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 ９５９－９６９．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 Ｓ，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Ｒ． １９９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ｉ⁃
ｍ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６： ５１７－５２２．
Ｔｕｒｎｅｒ ＭＧ， Ｂａｋｅｒ ＷＬ，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ＣＪ，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

生态学杂志

第 ３５ 卷

第１期

ｅｎｃ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 ５１１－５２３．
Ｖａｚａｃｏｖ Ｋ， Ｍüｎｚｂｅｒｇｏｖá Ｚ． ２０１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Ｆｌｏｒ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２０９： ５３０－５３９．
Ｖｅｂｌｅｎ， ＴＴ， Ａｓｈｔｏｎ ＤＨ，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Ｆ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７． Ｐｌａｎｔ ｓｕｃ⁃
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ｔ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ｖｕｌｃ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 ２７５－２９４．
Ｗａｌｋｅｒ ＬＲ，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Ｒ． ２００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ｌｋｅｒ ＬＲ， Ｓｉｋｅｓ ＤＳ， Ｄｅｇａｎｇｅ Ｓ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ｇ⁃
ａｃ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ａｒｌ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ｗｅｂ ｒｅ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ａ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ａｓｋａ． Ｅｃ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 ２４０－２５１．
Ｗａｎｇ ＦＸ， Ｗａｎｇ ＺＹ， Ｌｅｅ ＪＨＷ． ２００７．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ｒｏｄｅｄ ｌａｎｄ ｂｙ 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ｕｂｔｒｏｐ⁃
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１： ２３２－２４１．
作者简介 周胜男，女，１９８９ 年生，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景
观生 态 学 和 生 态 学 模 型 研 究。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ｏｕｓｈｅｎｇｎａｎ１３ ＠
ｍａｉｌｓ．ｕｃａｓ．ａｃ．ｃｎ
责任编辑 张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