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影响因子

周胜男
１，２　 梁　 宇

１∗　 贺红士
３，４　 吴志伟

１

（ １森林与土壤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东北

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４密苏里大学自然资源学院， 美国哥伦比亚 ＭＯ ６５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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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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６００ 年来，全球火山活动数量呈现指数增加

趋势（李靖等，２００５）。 截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全球大

约有 ５５０ 座活火山（Ｄ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每年有近 ６０
座火山喷发。 作为地球内部热能在地表的最强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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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灼热的火山灰和浮石等碎屑物所燃烧和掩埋，
在高温缺氧的条件下经过炭化形成的，它为研究火

山活动的期次、年代、范围和规模提供了科学依据。
伴随火山喷发的还有火山灰云灾害和火山气体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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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中国的天池火山（Ｔｉａｎｃｈ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最近的一次

爆炸式大喷发（８００ 多年前）破坏了 ５０００ ｋｍ２的森

林，迫使植被重新演替，当前的林线比火山喷发前的

林线仍下降了约 ２００ ｍ（刘琪璟等，１９９３）；智利的普

耶韦火山（Ｐｕｙｅｈｕ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喷发使林线高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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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Ｆｕｊｉ Ｖｏｌｃａｎｏ）１７０７ 年最后一次大规模喷发使

林线从 ２６００ ｍ 下降到 ２５００ ｍ（Ｏｈｓａｗａ，１９８４；Ｍａ⁃
ｓｕｚａｗａ，１９８５）。 （３）部分植物种类灭绝（Ｄａ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ｂ）。 天池火山近期（１５００ 多年以来）的多次喷

发使偃松（Ｐｉｎ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遭到毁灭，火山喷发前偃松

在天池火山上分布到海拔 ２２００ ｍ 上下，目前偃松在

此海拔带已不见踪迹（刘琪璟，１９９３）。

火山喷发毁灭植被，形成大面积裸地，迫使植被

重新演替，这为研究植被演替尤其是原生演替的早

期阶段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最

早关注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研究是在 １８８３ 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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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ｏｒａｌ 等 （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０） 在 １９７７ 年有珠火山

（Ｕｓｕ Ｖｏｌｃａｎｏ）和 １９８０ 年圣海伦斯火山喷发后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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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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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和演替轨迹由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共同决定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首先，残遗种（火山喷发后

残留的物种）为演替提供了生命的来源，植被恢复

需要以未受火山喷发影响的区域或残遗种所在的区

域作为种源，开始种子传播过程。 因此，这些生物因

子是植被能够在裸地上开始演替的首要条件。 另

外，一些非生物因子对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制约

作用也不可忽视。 其中，作为一种大尺度、高强度的

自然干扰，火山喷发事件本身的特性对后期的植被

演替会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环境

因子，火山基质、土壤、气候等从多方面影响着火山

喷发后的植被演替。 本文将分别讨论生物因子和非

生物因子对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制约机制。

５３２周胜男等：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影响因子



１　 生物因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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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植被被毁灭，但有的植物因为有岩石屏障、峡谷

或冰雪的保护而躲过了火山灰、熔岩流、碎屑流或横

向冲击波的破坏（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这些植物

斑块离散地分布在熔岩裸地和火山灰裸地上，就像

茫茫大海上的小岛，被称为“安全岛”。 “安全岛”是
一些物种的“避难所”，这些幸存下来的物种称为残

遗种（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它们在植被演替的过程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熔岩孤丘（Ｋｉｐｕｋａｓ）就是一

种典型的“安全岛”，是原来的火山岩或非火山岩完

全被后来的熔岩流所环绕，但并未被覆盖，上面常有

残遗种生长（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残遗种在原生演替的早期阶段发挥了显著作

用。 首先，它们是火山灰、火山碎屑等喷发物上的本

土植物，对火山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生长速度更

快。 研究表明，由残遗种演化而来的植物一般比从

种子萌发而来的植物长得更快，长势更好（Ｔｕ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其次，植被演替速率与残遗种的丰度存

在正相关性。 因为丰富的残遗种能够改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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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ａｚａĉ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火山喷发后植被的自然恢

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子传播（Ｎａｋａｓｈｉｚｕｋ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Ｂａｋ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Ｃｏｒｌ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尤其

是被火山熔岩覆盖导致繁殖体或种源缺乏的地区，
种子传播更是成为其植被恢复不可或缺的途径。 种

子传播的媒介主要有风、水、动物、人类等（ＭｃＫｅｙ，
１９７５； Ｂａｋ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Ｂｅｎíｔｅｚ⁃Ｍａｌｖｉ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海洋火山上种子传播的主要媒介是水和

风，而大陆火山上种子传播的主要媒介是风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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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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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成为先锋物种，它们建群后植被演替速率明显

加快，因为先锋物种能够改善火山喷发带来的恶劣

的微气候和土壤环境，为次生物种建群提供有利条

件。 白桦和落叶松的种子具备这些特点，传播距离

超过 ２００ ｍ。 公元 １２１５ 年，天池火山喷发后，它们

作为阳性先锋树种在大范围内迅速建群。
不同地形对种子传播具有不同的制约作用，进

而影响植被演替速率。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１９９３，１９９９）研究

发现，平地或缓坡是种子传播和物种建群的良好场

所，植被演替速率快；而山脊、峡谷、水域则会阻碍种

子的传播，它们两侧的植被演替速率和植被分布格

局存在很大差异。 同时，微地形也会影响种子传播，
如冲沟边缘、岩石缝隙等，这些地方背风，种子不易

到达，植被演替慢。
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速率随海拔升高而降低

（Ｎａｋａｓｈｉｚｕｋ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种子传播是重要原因之

一。 种子传播的路径是从低海拔的种源区向高海拔

地带传播。 海拔越高，路程越远，种子传播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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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圣海伦斯火山海拔每升高 ２５０ ｍ，植被丰度

降低 ５０％（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２　 非生物因子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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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息息相关（Ｍａａｒｅｌ，１９９３），干扰尺度（灾害区面

积）、严重度和频度是衡量火山喷发对植被干扰程

度的基本三要素（表 １），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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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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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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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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严重度高（残遗种稀少）时，植被演替动态较复

杂，演替轨迹不可预测，且由干扰斑块的尺度、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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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 ｋｍ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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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１９８０ 年圣海伦斯火山喷发，３ 分钟内推倒或烧

毁了 ６２５ ｋｍ２的森林，木材损失量高达 ９４０×１０４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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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２　 火山干扰严重度　 火山喷发对不同地区的

破坏程度决定了植物的存活概率和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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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ｍ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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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ｍ３（Ａｌｄｉｓ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Ｏｐ⁃
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２００２）火山灰，夷平了 ２００００ ｋｍ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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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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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被演替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２ １ ３　 火山喷发频度　 火山喷发频度对植被演替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时间尺度上。 一般而言，当火山

喷发频度较低时，某些耐火的种子，如球果，具有充

足的时间萌发并建群。 当火山喷发频度增加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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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火山喷发条件下，植被很难完成演替或需要更长时

间才能恢复到火山喷发前的状态。 Ｏｇｄｅｎ（１９９８）研究

新西兰系列火山表明，新西兰的火山每 １００～２００ 年喷

发一次，伴随每次火山喷发的是大范围的森林火灾和

泥石流，大面积的森林植被被烧毁或被掩埋，它们需

要几个世纪才能恢复到火山喷发前的状态。
另外，火山喷发频度对植被的演替轨迹也会产

生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频繁的火山喷发会打破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进而改变植被的演替轨迹。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９８）也认为，高频度的火山喷发会对幸存下来的

物种进行二次破坏，降低其丰度和多样性，导致植物

群落不能恢复到火山喷发前的森林群落，而演替成

灌丛或草本群落。 对于喷发时间间隔较长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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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对景观动态控制程度最强的景观要素。 在火

山景观中，植被生长和演替是在火山喷发物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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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演替轨迹是指植被演替系列（植被组成、
群落结构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最开始一致认为

这种趋势是不可能呈线性或收敛的，甚至是不可预

测的。 后来，生态学家们发现植被演替轨迹是可以

预测的，一般呈现单元和多元两种趋势。 最早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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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替成顶级群落。 但是这个假设无法验证。 Ｈａｎｓｏｎ
于 １９６２ 年提出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单元演替顶极理

论：植被从演替的早期阶段到晚期阶段，不同演替系

列的相似性会增加。 这个理论强调植物群落随时间

循序渐进的变化，可以用实验进行验证。 植被的多

元演替理论则是指植被演替系列随时间变化差异性

增加，最终出现多种演替顶级。
火山喷发后的植被演替是呈现单元演替轨迹还

是多元演替轨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火山基质的异质

性程度。 ｄｅｌ Ｍｏｒａｌ（２０１０）研究圣海伦斯火山上的植

被演替得出，在植被演替的早期阶段多元演替是主

要趋势，只有在少数种子传播缺乏、种间竞争强烈且

气候因子起主导作用的立地上才会出现不显著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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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喷发使原来的土壤层被火山灰、火山熔岩、
火山碎屑等喷发物覆盖，形成了恶劣的非生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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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基质

差异大 相似或相同
差异大
相似或相同

演替轨迹不显著
多元演替轨迹

单元演替轨迹
演替轨迹不显著

引自 Ｐｒａ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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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ｇ·ｇ－１，钾的含量为 １１００ μｇ·ｇ－１，而氮的含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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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基质不能满足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养分，植被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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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ｌ．，１９９３）。 物理风化通过岩石崩解和火山灰侵蚀

改善植被生长的环境，植被演替速率加快。 昼夜温

差使岩石崩解产生缝隙，这些缝隙往往成为植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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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加快（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Ｔｓｕｙｕｚａｋｉ（１９８７，１９９５）
研究有珠火山表明，火山灰被侵蚀后的冲沟上的植

被比周围未被侵蚀区域的植被恢复得快。 同时，靳
英华等（２０１３）也提出，长白山北坡植被演替速率快

于东坡的原因主要是北坡较早的完成了火山灰侵蚀

过程。 然而，过于频繁的火山灰侵蚀导致表土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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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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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Ｔａｍｂｏｒａ Ｖｏｌｃａｎｏ）喷发

引起气候变冷，产生的夏季暴风雪使英国林业损失

惨重。 李晓东（１９９４）研究表明，１９９１ 年皮纳图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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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Ｏ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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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 一是 ＨＦ 气体吸附在火山灰表面，形成

迅速扩散的 ＨＦ 气体云，沉降后污染植被。 二是

ＨＣＬ 气体破坏大气圈臭氧层甚至形成“臭氧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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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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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胶、悬浮颗粒、ＳＯ２、ＨＦ 及 ＨＣＬ 气体扩散或沉降，
气温和降水恢复正常，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植物生长

所需的光照、温度和水分条件适宜，植被演替速率迅

速增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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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２周胜男等：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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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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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周胜男等：火山喷发后植被演替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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