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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藤本种子植物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本项研究整理了 1979-2013 年弄

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物采集记录，并于 2013-2017 年进行藤本种子植物调查与物候监测，
获得了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该数据集内容包
括两部分：（1）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植物的种名、属、科、生长型、开花时
间、结实时间、种实类型和生境；
（2）2015-2017 年拍摄的实地调查照片。数据集存储为.xlsx、.jpg
和.pdf 格式，压缩后数据量为 75.4 MB。该数据集的分析研究成果发表在《植物生态学报》2017
年第 41 卷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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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藤本是一类具有明显攀援习性的结构寄生植物类群。该类群植物在热带地区有着较高
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1]。藤本植物可以通过攀援到达
林冠，覆盖在寄主树木上，与共存树木竞争光资源；同时，由于藤本植物拥有发达的根系
和维管系统，能与树木高效竞争水分和养分，对森林的结构、动态与功能等生态过程有重
要影响[2–3]。研究表明，藤本植物在受干扰生境中具有更高的丰富度和生物量 [4]；随全球气
候变化的加剧，藤本丰富度呈增加的趋势 [5–6]。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是当前保存较好
的北热带喀斯特季节性雨林，掌握该森林中藤本植物的多样性特征以及繁殖习性有助于全
面了解和认识喀斯特季节性雨林的功能及健康状态，为该区域的森林生态研究提供有效的
数据支持。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羽叶金合欢、中越猕猴桃、阔叶猕猴桃等 333 种藤
本种子植物（表 1）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是记录藤本种子植物物种数目、生境、繁殖物
候与果实性状的基础数据，整合了 1979-2013 年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物采集记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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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 年的补充调查与物候观测结果。

2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 [7]的名称、作者、
地理区域、数据年代、数据格式、数据量、数据集组成、数据出版与共享服务平台、数据
共享政策等信息见表 1。
表1
条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元数据简表
目

描

述

数据集名称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

数据集短名

ClimbingSeedPlant_Nonggang

作者信息

蒋裕良 P-6334-2018,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jiangyuliang11@126.com
向悟生 X-4240-2018,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xwusheng@qq.com
王斌 X-4372-2018,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wangbinzjcc@qq.com
李冬兴 X-8729-2018,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904914213@qq.com
何运林 X-7596-2018,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804905315@qq.com
陈婷 X-4217-2018,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836648334@qq.com

地理区域

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范围 22°13′56″N–22°33′09″N, 106°42′28″E–10704′54″E

数据年代

1979-2017 年

数据格式

.xlsx、.pdf、.jpg

数据量

75.7 MB（压缩后 75.4 MB）

数据集组成
基金项目

数据集由 14 个数据文件组成，包括.xlsx 文件和一个文件夹，分别是藤本植物性状记录和
实地调查照片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科 学 技 术 部 （ 2015FY2102-00-14 ）；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 31660130,
31760131）
；广西壮族自治区（2014GXNFSBA-118081, 桂科 AB163802-56）

出版与共享服务平台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 http://www.geodoi.ac.cn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11 号 10010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数据共享政策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的“数据”包括元数据（中英文）、实体数据（中英文）
和通过《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发表的数据论文。其共享政策如下：（1）“数据”
以最便利的方式通过互联网系统免费向全社会开放，用户免费浏览、免费下载；
（2）最终
用户使用“数据”需要按照引用格式在参考文献或适当的位置标注数据来源；
（3）增值服
务用户或以任何形式散发和传播（包括通过计算机服务器）“数据”的用户需要与《全球
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签署书面协议，获得许可；（4）摘取“数据”中的部分
记录创作新数据的作者需要遵循 10%引用原则，即从本数据集中摘取的数据记录少于新数
据集总记录量的 10%，同时需要对摘取的数据记录标注数据来源 [8]

3
3.1

数据收集整理
于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IBK）查阅 1979-2013 年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

采集记录及相关调查资料，获取该区域藤本种子植物的物种名、生境、性状（生长型）、物
候期和采集日期等信息。野外数据为 2013-2017 年在弄岗 15 公顷大样地、4 个 1 公顷固定
监测样地及往返路线上进行的观测记录。数据记录包含了物种名、生长型、开花与结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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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种实（或果实）类型和生境等信息。
（1）生长型
参照 Putz[9]的划分方法，将藤本植物依据茎的特征分草质藤本（Herbaceous Vine）、木
质藤本（Liana）和藤状灌木（Bush rope）3 种生长型。其中，草质藤本为一年生，少数为
多年生，茎干纤细而不能持续增粗，攀援或蔓生性草本，向上生长需借助支持物；木质藤
本为多年生，茎干可持续加粗，攀援、蔓生性木本，向上生长需借助支持物；藤状灌木为多
年生，茎干可持续增粗，攀援木本，无支持物时也能向上生长至一定高度，常保持灌木状。
（2）开花、结实时间
开花、结实时间以“月”为单位。查看物种标本采集记录，如果物种标本有花或有
果，或者于物候期记录了有花或有果，就以采集日期的月份为该物种的开花或结实时间。
在野外调查中，如果在某月份观察到某一物种开花或结实，记录该月份为该物种的开花
或结实时间。
（3）种实类型
本研究的种实包含被子藤本的果实和裸子藤本的种子（下文简称裸子）。根据果皮有无
和果皮性质将种实分成肉果和干果两大类 [10]，如肉果包括浆果、核果和梨果等类型，而干
果有荚果、蓇葖果、蒴果、瘦果、翅果、坚果和裸子等。通过查阅《中国植物志》[11]和《广
西植物志》[12]获得相关物种的种实类型。
（4）生境
参照梁畴芬等[13]的研究，将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分成 3 种生境类型：洼地、坡
地、山顶。查看物种标本采集记录，提取已记录的小地名、生境和海拔等信息，结合保护
区的地形概况[14]，判断出物种生境类型。另外，在野外调查中记录物种的生境类型。
3.2

技术路线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研发流程见图 1，

标本采集记录和野外调查分别见图 2 和图 3。

图1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研发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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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数据集组成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内容包括：
（1）2015-2017 年拍摄的实地调查工作照 12 张及照片说明，储存于文件夹（Photos）

中，格式分别为.jpg 和.pdf，数据量为 75.6 MB。图 4 是典型的藤盘石现象。
（2）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的种名、属名、科名、生长型、开花时间、结实时间、种实
类型和生境，其中生境记录了是否生长在洼地、是否生长在坡地和是否生长在山顶，数据
储存在 Excel 文件中。
图 5 和图 6 分别为数据集截图，即 Excel 文件中表 1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藤本
种子植物组成、开花结实时间、果实类型与生境分布数据。

图2

图3

数据集汇编野外调查

数据集汇编野外考察标本采集记录

图4

藤盘石生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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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截图（1）

图6

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及其繁殖习性数据集截图（2）

数据结果
本研究整理了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333 种藤本种子植物，隶属 56 科 145 属；草

质藤本有 88 种，隶属 20 科 51 属；木质藤本有 126 种，隶属 31 科 60 属；藤状灌木有 119
种，隶属 27 科 55 属。不同的生长型有其主要的分布生境。大多数物种在 4-9 月开花，7-12
月结实（图 7），种实类型包括浆果、翅果、核果、蒴果、荚果 、坚果等，以浆果占最多数
（图 8）。针对数据集的相关分析和研究已发表论文《广西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藤本种子
植物多样性及繁殖习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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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各月份藤本种子植物开花和结实比率[15]

弄岗喀斯特季节性雨林各月份不同类群藤本种子植物的种实构成比率[15]

数据验证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我们对每种藤本植物的繁殖习性都同时查阅多种植物志书，

进行交叉验证，同时进行长期的野外观测，总体保证了数据集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弄岗喀
斯特季节性雨林大多数藤本种子植物的繁殖习性。

5
大量研究表明，藤本是植物界较为进化的类群，在生长和繁殖方面均具有独特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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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竞争优势。在人类活动干扰和气候环境变化背景下，藤本植物的多样性和丰富度悄然
发生着变化，必然会造成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本数据集为喀斯特季节性雨林
的动态监测与研究，更好地管理这一全球少有的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作者分工：向悟生、李先琨对数据集的开发做了总体设计；蒋裕良、王斌、李冬兴、
何运林、陈婷采集和处理了数据；向悟生、王斌、蒋裕良做了数据验证；蒋裕良撰写了数
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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