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⑤7v一75 

动 物 学 研 究 2000，Feb．21(1)：70~75 CN 53一lo~oiQ ⅡsN0254—5853 

西双版纳片断季节性雨林蚂蚁物种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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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双版纳勐仑自然保护区为对照，采用陷井诱捕法和样方诃查法比较研究了3个不同面积、不同 

环境状况的片断季节性雨林蚂蚁的群落组成及物种多样性变化。结果表明：所获蚂蚁隶属 4亚科 24属 50种， 

以城子龙山物种数最多。各样地优势种均不相同。4类样地间的共有物种较步，只有 4种；相似性较低，相似 

性系数在0．1622-0．3548：聚类结果显示，植物同保护区与城子龙山最先聚为一类，然后与自然保护区聚为一 

类，最后才与曼养广龙山聚为一类。多样性指数以植物同保护区最高，自然保护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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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种类，是地球上重 

要的生物资源宝库，而人类活动的影响加快了自然 

生态系统的片断化，使热带雨林及其生物多样性受 

到严重威胁。在西双版纳地区，残存的热带雨林片 

断已被各种类型的人工生态系统所包围。形成相互 

隔离的格局。热带雨林片断化对鸟类、鼠形啮齿 

类、蝶类昆虫、土壤动物多样性影响已有研究(陈 

志平等，1996；李朝达等，1997；文贤继等，1997；杨大 

荣，1998)，西双版纳地区不同植被亚型蚁科昆虫群 

落也有研究 (徐正会等．1999)。但热带雨林片断 

化对蚂蚁多样性影响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蚂蚁是热带雨林中的一个优势类群，种类异常 

丰富，在森林生态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 

要表现在改良土壤、分解有机质、为植物传播种 

子、传授花粉，保护植物抵御其他昆虫的危害等。 

因此，进行热带雨林蚂蚁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及片 

断化对其影响的研究对进一步探讨蚂蚁在森林生态 

系统中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样地与方法 

1．1 样 地 

根据地理位置、面积、人为干扰程度等因素选 

择 3块片断化季节性雨林并以原始季节性雨林作对 

收稿 日期：1999—07—23 

基垒项目：中国科学院重大项 目Kz 951 A1—104资助项目 

①现为西南农业大学博士生 

照样地。 

城子龙山：位于勐腊县勐仑镇城子村附近。面 

积约4hm2，样地海拔 680m，离勐仑 自然保护区 

(对照)约4 km，属干性季节性雨林。龙山内人畜 

活动极少，两面为铁刀木林，一面为橡胶林，另一 

面与次生林地相连。 

曼养广龙山：位于景洪县大勐龙区小街乡，面 

积约 20 hm2，样地海拔 750 m，离对照样地约 50 

km，属干性季节性雨林。周围三面为橡胶林地， 

另一面与曼养广村居民点相邻。 

植物园保护区：位于勐腊县勐仑镇热带植物园 

境内，面积约 90 ，样地海拔 580～650m，离 

对照样地约 5 km，属干性季节性雨林。周围是橡 

胶林、其他人工林和少量次生林，人畜干扰较少。 

对照样地：选择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勐仑片沿 

小勐养至勐仑公路 55 km路碑处地段，是作为连续 

森林的勐仑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森林面积约 1o0 

， 样地海拔 750～850 m，属湿性季节性雨林。 

一 面与橡胶林相连，一面为稻田，人为活动较少。 

4样地郁闭度为对照>植物园保护区>城子龙 

山>曼养广龙山。与对照样地相比，3块片断雨林 

群落的层次结构不完整。城子龙山和曼养广龙山为 

山丘，取样地较为平缓。植物园保护区和对照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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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阳坡，坡度约 30。 

1．2 方 法 

1998年2月在上述样地采用陷井诱捕法和样 

方调查法进行调查。 

陷井诱捕法：将口径为 7．5 cm的一次性塑料 

杯埋人地下，杯 口与地面齐平，杯四周用泥土填 

平，杯中盛 1／3的3％乙醛溶液 (防止蚂蚁逃跑和 

腐烂)。杯边用两根约2 cm粗的小棍支撑倒置的小 

瓷碗，以防降雨、枯枝落叶和其他动物落人杯中。 

每块样地设 20个陷井，其中 10个用烤鱼肉作诱 

饵。有诱饵和无诱饵的陷井按 2 m间距平行排列， 

陷井间同样相距 2m。放置48h后，将诱集到的蚂 

蚁用盛有 75％乙醇的小瓶分别标记保存，带回室 

内进行种类鉴定、数量统计。 

样方调查法：在每个样地内，按梅花形选取 5 

个 5m×5m的调查样方，在地表及土层下 15～25 

cm处寻找蚂蚁群，当发现蚁群时，立即用灭害灵 

喷射，然后将所捕蚂蚁放人盛有 75％乙醇的小瓶 

里带回室内鉴定。 

1．3 数据分析 

多样性指数用 Shannon-Wiener公式：H =一 

∑ 1 ，式中：P／=Ni／N，M是第i物种的个 

体数，N 是全部物种的总个体数；均匀度用 Pielou 

(1966)公式：J= H AnS，式中：H 是 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S是物种数目；优势度指数用 

Berger-Parker公式：D =Nmax／Nt，式中：Nrnsx 

是优势种的种群数量， 是全部物种的种群数量 

(赵志模等，1990)；相似性系数采用杰卡德系数 

(Jaccardindex)公式：Cs=c／(a+b—c)计算，式 

中：c为两个样地中共有的物种数， 、b分为样地 

A、B所具有的物种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蚂蚁群落种类与数量组成 

通过陷井诱捕和样方调查，4个样地所获蚂蚁 

隶属 4亚科 24属 50种 (其中5种为中国新记录 

种)。各样地蚂蚁优势种类及蚁群丰盛度见表 1。 

从诱集和样方调查的结果看，城子龙山蚂蚁种 

类最多，而蚁群密度以曼养广龙山最高。各样地稀 

有种(数量 10头以下)较多，共 16种，占总种数的 

32％。多数量种(数量 100头以上)较少，有 8种，占 

16％。广布种(4个样地均有)有横纹齿猛蚁 O． r_ 

nm㈣ 、爪哇厚结猛蚁 P．7amm 、泰 氏立毛蚁 

P．taylon"、棒嗣大头蚁 P．spathifera。环纹大齿猛 

蚁 0．circulus、黄足厚结猛蚁 P．1uteipes、全异巨首 

蚁 P．diversus为城子龙山、植物园保护区、自然保 

护区 3个距离较近的生境所共有。城子龙山优势种 

为邻臭蚁 D．affinis和环纹大齿猛蚁，有 11种只在 

该样地采集到，它们是：法老小家蚁 M．pharaonis、 

小眼钩猛蚁 Anochetus subcoecus、黑头酸臭蚁 T． — 

elanocephalum、大头蚁 Pheidofe s口．3、皮 氏大头蚁 

P．pieli、印度立毛蚁 P．indica、基氏细颚猛蚁 Lep— 

togenys kitteli、缅甸细颚猛蚁 L．birmana、阿萨姆细 

颚猛蚁 L．assamensis、双色益颊猛蚁 Gnamptogenys 

6 如r、邻臭蚁 D．affinls。曼养广龙山优势种为争 

吵大齿猛蚁 0．ri．zosus，有 8个种只在该样地采到， 

它们 是：平滑菲 臭蚁 P．1aevigata、宽 结小家蚁 

Monomorium latinocle、争吵大齿猛蚁、罗伯特大头 

蚁 P．roberti、印度大头蚁 P．indica、亮红大头蚁 

P．ferzida、叉多刺蚁Polyrhachis A?'cala、白跗节狡 

臭蚁 Technomyrmex albipes。植物园保护区优势种 

为叉多刺蚁，有 4种只在该样地采到，这些种类是： 

史氏铺道蚁 T．smithi、毛发铺道蚁 T．c “m、卡 

泼林大头蚁 Pheidofe capellini、平和 弓背蚁 Cam— 

pohOrUS mitls。自然保护区优势种为全异巨首蚁、中 

华光胸臭蚁 Liometopum sine'else，有 8种只在该样 

地采到，它们是：勤勉举腹蚁 Crematogaster 幻+ 

riosa、举腹蚁 C．s口．1、罗思尼举腹蚁 C．rothneyi、黑 

腹臭蚁 Dolichoderus taprobaru~e、大头蚁 Pheidole 

s口．1、尼约斯无刺蚁 Kartidris nyos、中华光胸臭蚁、 

大眼平结蚁 P．magnocula。中国新记录种有耶伯 

细鄂猛蚁 L．yerbu~ 、阿萨姆细颚猛蚁、叉多刺蚁、 

泰氏立毛蚁和印度立毛蚁 P．indica。 

2．2 诱饵对蚂蚁的影响 

城子龙山和保护区有诱饵的比无诱饵的诱集的 

种类多，曼养广龙山和植物园保护区则相反。从诱 

集的数量看，曼养广龙山和植物园保护区有诱饵和 

无诱饵的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城子龙山、自然保护 

区有诱饵的诱集量明显高于无诱饵的诱集量 (P< 

0．01)，说明诱饵对蚂蚁有一定的引诱作用。 

2，3 群落结构相似性及聚类分析 

各样地间具有的相同蚂蚁种数见表 2。 

据表 2计算的各样地间的杰卡德相似性系数如 

表 3。 

从4个样地蚂蚁群落相似性系数看，各样地相 

似性较低，·样地间具有的相同种数较少，其中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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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各样地蚂蚁优势种类殛蚁群丰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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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龙山—— 曼养广龙山 植物园保护区 ——] 丽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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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保护区与城子具有的相同种类较多，其次是植物 

园保护区与自然保护区。 

聚类分析采用类平均法 (阳含熙等，1981； 

寰 3 片断季节性雨韩各样地闫蚂蚊群落相似性系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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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man，1988)。聚类结果表明，植物园保护区与 

城子龙山在相似性系数0．3548时聚为一类，然后 

在相似性系数 0．2579时与自然保护区聚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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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相似性系数为 0．1852时与曼养广聚为一类 

(图 1)。 

聚类结果表明，植物园保护区与城子龙山距离 

曼养广龙山 

自然保护区 

城子龙山 

植物园保护区 

0 0．2 0 4 0 6 0 8 1 

图 1 利用杰卡德相似性系数聚类图 

Fig．1 Dendrogram oonstructed by Jaccard index 

最近，两样地植被保存都较为完好，因此最先聚为 
一 类，然后与自然保护区聚为一类，最后与距离相 

隔最远，植被破坏较重的曼养广龙山聚为一类 这 

表明同一植被类型中，样地间具有相同种类的多少 

与各样地间距离有关：相距越近，具有的相同种类 

越多；反之，则越少。 

2．4 群落多样性、均匀性和优势度指标比较 

由于样方调查时无法获取所有蚂蚁，因此只用 

样地诱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 

从表 4看，多样性指数为植物园保护区>城子 

龙山>曼养广龙山>自然保护区；均匀度为植物园 

裹4 片断季节性雨林蚂蚁群落主要指标比较 

Table 4 The eoml~'lson ofthei~llhiilatlex~ 0f anttmmmnnltl~ Inthefragmenls 0f semallal rain  ̂ t 

保护区>曼养广龙山>城子龙山>自然保护区；而 

优势度则是自然保护区>城子龙山>曼养广龙山> 

植物园保护区。雨林片断化后，由于人为干扰，其 

群落层次，结构已不完整，并有较多的非雨林种类 

侵人，次生灌草增多 (朱华等．1993)．因而一些 

相应的蚂蚁种类出现；雨林片断化后生态环境发生 

变化，尤其边缘效应和内凛效应使热带雨林内部的 

小气候由 “凉湿”向 “干暖 转化 (马有鑫等， 

1998)，这些变化有利于蚂蚁的生长及活动，因此 

其多样性比原始林高；此外，许多蚂蚁是以土壤动 

物为食的．据李朝达等 (1997)报道．片断雨林的 

土壤动物多样性高于原始林，这也可能是片断季节 

性雨林蚂蚁多样性高于原始林的原因之一。而在片 

断雨林中，曼养广龙山由于人为干扰大，植被破坏 

较重，鄯闭度低，导致蚂蚁物种数最少，多样性较 

低。 

3 小结与讨论 

3．1 热带雨林片断化后蚂蚁群落组成发生了较大 

变化，各生境间具有的相同种类较少，相似性低， 

4个生境共有种仅 4种，占总物种数的8％，3个生 

境共有种3种．占6％。且各生境优势种类均不相 

同。这可能与它们生存、取食密切相关的植被变化 

有关。片断热带雨林在外貌和结构上尽管还保留了 

热带雨林基本的植物种类组成和特点，但其群落层 

次，结构已不完整。在植物种类组成上，由于隔离 

的分布和人为破坏，片断雨林有较多的非雨林种类 

侵人，且个体数量较多。与原始林相比，片断雨林 

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种类组成差异大．大多为次生灌 

草，藤本植物在种类组成上与原始林类似，在种数 

上并不低于原始林，在多度上甚至超过原始林，而 

附生植物在种数和多度上明显贫乏，仅有少数种类 

(朱华等，1993)。因此，片断雨林植物种类的变 

化，导致蚂蚁的种类发生变化。 

3．2 各生境蚂蚁群落组成相似性与生境问的距离 

有关。城子龙山与植物园保护区距离最近，相似性 

最大，这可能与蚂蚁生活习性有关。蚂蚁除成熟的 

雌雄蚁有翅可短距离飞行外 ，其余时间营地面生 

活，迁移性不大。并且两样地均为片断季节性雨 

林，植被类型比较一致，因此相似性较大。 

3．3 雨林片断化后，由于生态环境发生变化，蚂 

蚁多样性指数增加。片断雨林中生境条件较好的， 

其蚁群多样性较高；而人为干忧较大，生境破坏较 

重的多样性较低。 

致 谢 蚂蚁标本由西南林学院徐正会博士帮助鉴 

定，西南农业大学赵志模教授提出修改意见，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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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rUDY ON s】 )CⅢ S Dn Rs]『IY 0F ANT矾 FRAGⅣ皿N1S 0F SE SoNAI 

RAIN FORF_~ OFXISHUANGBANNA，CHINA 

ZHANG Zhi—ylng CAO Min YANG Xiao-dong DENG Xiao-bao SHE Ytaplng 

(KunmingBrash，Xid~ugnbannaTropleal13~anica2Garden，Kunming 650223) 

Abstract：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ant 

~axmunities and species diversity，Trap and sample 

plot were used in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fragments of 

seasonal rain~rest of different size and environmental 

status．The ants collected in the 4 spots helong to 4 

subfamilies．24 genera and 50 sr~ es，The number of 

species in Chengzi Holly Hill was the h~hest，Domi— 

nant species in these spots were different．The O31TI— 

mon species werefewetandonly4 species appearin all 

the sD0ts，The similarity of ant communities hetwin 

plots was low and the coefficient was 0．1622 — 

0．3548 A dendrogram constructed by the Jeccard in— 

dex showed that similarity hetween Chengzi and 

Botanical( rdefl Reserve was the highest(0．3548)． 

Species diversity indexes (H )of~tnts in the Chengzi 

HollyHill，theManyanggua_ng HollyHm，the Botani— 

cat Gardefl Reserve and the Nature Reserve were 

1．7771，1．6521，2．3785，0．9612 respectively． 

Key words：Ants；Species diversity；Fragments of seasonal rain forest；Xishuangb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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