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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步道对韶山黑石寨景区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陈 颖,张思寻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为了研究景区内旅游步道对景区内植物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在重庆市韶山黑石寨景区内旅游步道周边设
立 5 个试验样地，样地内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采用α-多样性指标分析不同样地内植物多样性变化。结果显示植物群落
多样性与离旅游步道的距离成反比，与海拔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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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ourist Pathway on Plant Diversity in the Heishizhai
of Shaoshan City
CHEN Ying, ZHANG Si-xun
Chengdu Polytechnic College,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ourist pathway on the plant diversity and stability in natural protection area,
we set up five of typical plots around the tourist pathway in scenic spot situated in Heishizhai of Shaoshan City to count the
kinds and numbers of plants. The variety of plant diversity was analyzed by the following index, such as species riches index,
Simpson index, Shannon-Wiener index, and Pielou Evenness index, etc.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plant diversity wa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distance from the plot to the tourist pathway, and it wa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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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享受的追求越来越高，由此带来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很
多自然保护区被开发成旅游风景区。随着旅游活动的发展，有学者发现不少风景区的物种多样性受
到干扰，严重的甚至造成某物种在该区域消失[1-5]。这可能暗示着旅游活动的发展会对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产生干扰，有可能导致无法预计的后果。在当今人们追求精神享受的时代，通过控制景区流量
来保护生态环境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研究旅游活动对群路多样性产生的影响，找出二者之间的
关系，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6,7]。本研究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选取重庆韶山黑石寨风景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旅游活动对景区内群落多样性的影响，以期
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服务。

1

研究地概括

韶山黑石寨景区位于重庆市韶山市境内，地理坐标在北纬 27°60'～28°1'，东经 112°35'～112°45'
之间，总面积达到 30 hm2。黑石寨景区海拔在 118.8～500.m 之间，属于中亚热带气候。黑石寨景区
四季分明，最高温度 4℃，最低温度-1 ℃，年均温度为 18 ℃，年水量为 1250 mm。黑石寨景区主要
以酸性的水稻土和黄壤土为主，景区内植物资源丰富，主要以亚热带阔叶林为主。

2
2.1

研究方法
样地设置

在黑石寨旅游景点的旅游步道一侧设立 5 个 5 m×20 m 的样地，并以海拔 120 m 处为起点，海
拔 80 m 为样地间距，分别编号为 A、B、C、D、E，然后分别将各个样地均匀的划分为 5 个 5 m×4
m 的样方，并根据离步道的距离，由近到远分别标记为样方 1、样方 2、样方 3、样方 4、样方 5。
每个样地地理情况如表 1 所示。
2.2

调查处理方法
记录所有样方内含有草本植物种类、平均高度、多度和盖度。记录灌木植物的种类、基径、盖

收稿日期: 2013-06-04
修回日期: 2013-07-12
作者简介: 陈 颖(1982-),男,四川省成都市人,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旅游资源及景观规划.
数字优先出版: 2015-03-18 http://www.cnki.net

第3期

陈 颖等:旅游步道对韶山黑石寨景区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467·

表 1 样地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layout of sample plots
样地
Sample plot
朝向
坡度/°
海拔/m

A

B

C

D

E

西北
25
120

正北
30
200

东南
45
280

西北
20
360

东南
25
440

度、高度以及物种个体数。记录乔木的种类、胸径、盖度、高度以及物种个体数，如果乔木的幼苗
高度低于 2 m，则将其按按灌木处理。
2.3

α-多样性指数测度方法[8]

2.3.1 群落优势度 C 

P

2

i

2.3.2 Shannon-Wiener 指数 D sw 
2.3.3 Simpson 指数 Dsim  1 
2.3.4 Pielou 均匀度指数

 P ln P
i

P

i

2

i

J sw  [ Pi ln Pi ] / ln S

以上式中，Pi=Ni/N，Ni 代表群落中植物 i 的个数，N 代表群落中所有植物的个体总数，S 代表
样方中包含的种数。

3
3.1

结果分析
旅游步道对各样方物种组成的影响

草本植物在样方 1 中所占的比例为 25.34%，随着样方与旅游步道之间距离的增加草本植物所占
的比例逐步降低；灌木在样方 1 中所占比例为 34.37%，在其他 4 个样方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一致；乔
木在样方中所占的比例，与离旅游步道距离成正比例关系，乔木在样方 5 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
52.66%(图 1)。以上结果表明，旅游步道周边的植物受到旅游步道的干扰后，其物种的数量和组成发
生了改变，其中对草本植物的影响最大。在旅游步道处，游客较多，人为干扰强，样方中草本植物
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灌木层植物的种类有一定的增加，使草本层与灌木层植物结构变得复杂，
而乔木物种数减少，乔木层植物结构变得简单，样方的群落结构向灌木层、草本层演替。随着旅游
步道与样方之间距离的增大，人为干扰也逐渐减小，草本植物所占的比例也逐渐减小，乔木层逐渐
增大，样方群落结构与周边群落结构也较为接近，而且这些样方中的草本植物种类单一，其大多是
蕨类植物，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该群落植物受人为影响小。5 个样方中草本、灌木和乔木物种数量
的不断变化，说明了旅游步道影响了物种数量和群落结构。

图 1 旅游步道对各样方中物种组成的影响
Fig.1 The effect of tourist pathway on plant composition in each sample plot

3.2

旅游步道对样地中各样方植物物种优势度的影响
物种的优势度是反映群落中各种植物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本试验准确统计了各个样方中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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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和数量，并分别计算了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的优势度。由图 2 可以看出，在样方 1、样方 2、
样方 3 这个三个样方中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的优势度变化较大，而样方 4、样方 5 中草本植物、
灌木以及乔木的优势度与样方 3 基本一致，没有太大的变化。样方 1 中草本植物和乔木的优势度分
别为 50 和 24，而在样方 3 中草本植物和乔木的优势度变为了 23 和 44，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人
为干扰的原因。样方 1 距离旅游步道最近，为了方便游客登山，工人对该区域的乔木进行修剪，抑
制了乔木的生长，这样就为草本植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了草本植物在该地区的优势度。
而样方 3 距离旅游步道较远，人为干扰也较小，该区域乔木生长较好，乔木的盖度、胸径较大，使
透入林间的光照较弱，抑制了草本植物的生长。

图 2 旅游步道对样地中各样方植物优势度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 of tourist pathway on the dominance of plants in each sample plot

3.3

旅游步道对各样方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图 4 不同样方 Shannon-Wiener 指数变化
图 3 不同样方植物丰富度指数变化
Fig.3 The variation of abundance indexes in different Fig.4 The variation of Shannon-Wiener indexes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sample plots

图 6 不同样方 Pielou 指数变化
图 5 不同样方 Simpson 指数变化
Fig.5 The variation of Simpson indexes in different Fig.6 The variation of Pielou indexes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sample plots

由图 3 至图 6 的数据显示可知，草本植物的α-多样性的各个指标都随着与旅游步道距离的增加
而逐渐降低，这说明人为活动增加了样方中草本植物的多样性，但是旅游步道与样方之间距离的增
加，人为干扰的下降，草本层植物的生长受到了灌木层植物和乔木层植物的抑制，草本层植物的多
样性也降低。草本植物的 Simpson 指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在样方 3 达到了最大值，这可能
是由于样方 1、2 距离旅游步道过近经常受到游客的践踏，导致草本植物的种类较少，只生长一些耐
践踏的植物。但是随着距离的增加，游客践踏草本植物次数减少，草本植物的种类也逐渐增多。但
是从样方 3 开始，草本植物的生长主要受到灌木层植物和乔木层植物的抑制，所以草本植物种类也
逐渐减低，即 Simpson 指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由图可知，灌木层植物的 Pielou 指数均匀度在各个样方中只有较小的变化幅度。灌木层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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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Wiener 指数和 Simpson 指数均随与旅游步道距离增加呈缓慢增长的趋势，说明随着人为干
扰的减少，灌木层植物的多样性逐渐增加。由图可知，灌木层植物的丰富度指数随着与旅游步道距
离增加而呈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随着人为干扰的减少，乔木层植物大量生长抑制了
灌木层植物的生长，而样方 4 和样方 5 中，由于乔木物种之间的竞争生长，减少了对灌木层植物的
抑制，使灌木层植物的丰富度增加。
由图可知，乔木层的 Shannon-Wiener 指数、Simpson 指数和 Pielou 指数随着人为干扰的减少，
呈逐渐上升趋势。乔木层植物的丰富度随着与旅游步道距离增加而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是因
为随着人为干扰的减少乔木层的丰富度逐渐增加，从样方 3 开始影响乔木丰富度的主要因素是物种
之间的竞争生长，所以样方 4 和样方 5 中乔木层物种丰富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3.4

旅游步道对各层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图 7 不同样地 Shannon-Wiener 值变化
图 8 不同样地 Simpson 值变化
Fig.7 The variation of Shannon-Wiener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Fig.8 The variation of Simpson in different sample plots

由图 7、图 8 可知，不同样地的样方内群落的多样性与离旅游步道的距离呈正比关系，即与旅
游步道距离最近的样方 1 受人为因素干扰最大，严重影响了其丰富度，所以它物种数最少，样方 5
距离旅游步道最远，其受人因素为干扰最小，所以它物种数最多。由于样方 1、样方 2 离旅游步道
较近，经常收到游客的践踏，这些样方主要生长耐旱耐瘠薄能力强的草本植物，而样方 3、4、5 离
旅游步道较远，人为干扰较弱，样方内的群落组成与周边林地基本相同，且各个样地的样方间物种
变化规律基本一致。由图 7、图 8 可知，样地的 Shannon-Wiener 值和 Simpson 值与样地海拔成正比
例关系，这是因为随着样地海拔不断的升高，旅客的数量与山下相比有相应的减少，人为干扰也相
应的减小，对样地内植物结构影响也相应的减少。这些数据说明旅游步道降低了群落的重要值，且
与离旅游步道距离成反比，与海拔成反比。

4

结 论

该试验表明，在自然景区内建设旅游步道，降低了景区内植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旅游步
道对景区内植物群落多样性和稳定性影响与离旅游步道的距离有关，与旅游步道距离越小，其受到
影响就越大，与旅游步道距离越大，植物群落受到的影响就越小。旅游步道对群落的影响随海拔的
升高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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