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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
郭子良,崔国发 *
(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 北京摇 100083)

摘要: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可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等提供基础资料,为区域生物多样性政策的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 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的不断发展,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成为自然地理区划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虽然我国自
然保护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仍然没有一个同时依据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分布规律,确定的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服务。 利用 GIS 技术和 PC鄄ORD4.0 软件中的双向指示种分析( TWINSPAN) 方法,将中国
版图划分出 3489 个基本地理单元,并对这些地理单元进行了数量化分类。 然后,根据这个分类结果,参考植被区划和地貌区划
等,提出了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 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包括了 8 个自然保护地理大区、37 个自然保护
地理地区和 117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该区划具有以下特点:(1) 利用 TWINSPAN 的数量分类方法进行地理区划的探索是

区划方法上的创新,为自然地理区划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 (2) 选取的数量化指标是在结合已有专项区划资料提出的,
有助于避免动植物分布指标的人为选择偏差,可以综合反映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对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和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
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3) 量化分析保证了地理区划的客观性,同时定性分析避免了量化分析过程中的误差,使区划结果更
准确。

关键词:自然保护; 地理区划; 数量分类; 生态因子

The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supporting natural
conservation
GUO Ziliang, CUI Guofa *

College of Nature Conservatio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National鄄 or regional鄄scale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including the designation of

biogeographical regions, can provide foundational data designed to enhance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ure reserve system and s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cies related to local
biodiversity. The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upporting natural conser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field of natural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reserves. Meanwhile, China忆 s nature
reserve system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and is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no national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ystem is in place that designates biogeographical regions, considers both biotic factors ( such as plant,
animal, or vegetation) and abiotic factors ( such as climate, soil, or landform) , and is also designe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ure reserves. This study uses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GIS) to

first divide the territory of China into 3489 basic geographical units based regional climate, soil and geomorphology. A

regionaliz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biogeography such as climate, soil, flora, animal distribution, and vegetation was
conducted for this study. Then,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used to create biogeographical regions was compiled and conve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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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attribute information that could be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ll the basic geographical units using
GIS10郾 0. Next, the entire set of data supporting these geographical units was studied using TWINSPAN and PC鄄ORD4.0.

Finally, a natural conservation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cheme designed to conserve and preserve natural

resources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data from the veget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geomorphologic
regionalization were included. Data analysis includ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This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ystem resulted in the designation of three major types of natural
conservation biogeographical areas, including eight zones, 37 areas, and 117 subareas. A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hould consider an ideal combina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landscape including soil, landform, climate,
plants, animals and vegetation to support comprehensive natural area conservation, based on the zon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ecological factors and eliminating the interference of intrazonal characteristics. Certainly, the boundaries of a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ystem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the boundary of a single aspect of biogeography, and the
biogeographical regions created here will be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previous classification systems because this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expression of a wide variety of ecological factors in geographical space to consider the need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provides baseline information in suppor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ure reserves. The features of the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ystem include: ( 1) A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method that was based on

the numerical taxonomic methods of TWINSPAN and GIS, used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methods, and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research related to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2) Quantitative criteria that are propo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xisting special regionalization in this study; these criteria helped researchers avoid artifacts in the data that were based
solely on one aspect of the data such 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imal and plant indices, resulting in poor selection of
biogeographically鄄based polygons; additionally, the quantitative criteria can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natural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a particular district and can provide good direction to land managers concerned with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nature reserve construction; ( 3 )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used to ensure that th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objectively, while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used to avoid obvious errors an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numerical taxonomic; ecological factor

摇 摇 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可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

究,并提出了很多全球性的区划方案 [6鄄 9] 。 但这些区

。 生物地理区划

物群落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特征对自然地理环境的

是自然地理区划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国际上主要

指示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然地理区划和生物

应用生物地理区划为区域保护区的合理规划布局提

地理区划研究发展也很快,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区

供依据。 早在 19 世纪中叶,Sclater 就根据鸟类的分

划方案 [10鄄 21] 。 但是这些地理区划很多是根据生物因

Wallace 对这个方案进行了修订,提出了全球陆地分

且并不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的。 而目前自然地理

Udvardy 首次将生物地理区划与生物多样性就地保

态化冶 明显 [2,13鄄 15,22] 。 近几年,定量化分析方法也被

世界生物地理省分类。 Udvardy 建议在每个生物地

壤和地形等非生物因子,而解焱主要根据野生动植

理省范围内都要选择适宜地段建立生物圈保护区,

物的分布信息,分别进行了地理区划的量化分析研

使主要 原 生 性 生 态 系 统 都 得 到 必 要 的 保 护 和 发

究,但两者的地理区划结果存在很大差异,说明定量

。 随后,国外开展了大量的生物地理区划的研

化分 析 的 指 标 选 择 可 能 导 致 地 理 区 划 结 果 的

然保护区体系建设等提供基础资料,为区域生物多
样性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鄄 2]

布规律, 提 出 了 世 界 陆 地 动 物 区 划 方 案 [3] , 随 后
为 6 个界的划分方案

划方案侧重点各有不同,其分别考虑了气候因素、生

子和非生物因子等单一因素的研究结果提出的,而

。 而 20 世 纪 70 年 代,

区划逐渐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方面发展,而且“ 生

护工作结合了起来,编制了生物地理区划方案———

引入到地理区划研究中,其中倪健主要根据气候、土

展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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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1,13] 。

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是基于自然环境要素和

生物分布特征进行的区划工作,旨在为生物多样性

34 卷摇

“ 中国地貌区划系统冶 ,其包括 4 个地貌大区、40 个
地貌地区、127 个地貌亚地区和 473 个地貌区 [28] 。

气候区划方案:选取了 1978 年中央气象局根据

保护以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服务,属于自然地

已有气候区划和全国气象台站所的数据确定的“ 中

理区划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我国虽然制定了众

国气候区划冶 。

多的区划系统,但是这些区划方案并不能满足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的需要。 而
且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数量的增加和体系的不断完
善,迫切的需要能更好的反应区域地貌类型、动植物
区系和植被类型等特征的自然保护地理区划,来配
合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为自然保护区的科
学建设和管理提供依据 [23鄄 27] 。

土壤区划方案:选取了 1965 年赵其国等提出的

“ 中国土壤区划冶 。

植物区系分区方案:选取了 1983 年吴征镒等提

出的“ 中国植物区系分区冶 。

动物地理区划方案:选取了 1999 年张荣祖等提

出的“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冶 。

植被区划方案:选取了 2007 年张新时等提出的

“ 中国植被区划冶 。

1摇 区划原则

2.2摇 数量分类的依据

(1) 相对一致性原则

地域分异的相对一致性是自然保护地理区划的
基础,相对一致的自然地理特征有助于自然保护区
网络中相同类型或种类的野生动植物之间的基因交
流。 因此区划方案应充分体现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和
生物类群的空间组合及其空间分异特征,保持区域
的相对一致性。

气候、土壤、植物、动物和植被等 5 个方面构成

了 TWINSPAN 方法数量分类最基本的指标体系,这
些指标的属性信息分别通过气候区划、土壤区划、植
物区系分区、动物地理区划和植被区划等方案获得。
确定基本地理区划单元的各项属性依据的是各个专
项区划方案中属性信息,包括了 45 个气候区、78 个
土壤区、29 个植物地区、54 个动物地理省和 116 个

(2) 综合性原则

综合地理区划研究是以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地
域异质性为目标而开展的,不能根据某一专项区划
的边界划定其边界。 而且数量分类方法虽然能对区
域异质性进行综合表达并保证区划的客观性,但并
不能对相邻基本地理单元的关联程度进行区分,所
以必须综合运用图层叠加等手段对其进行修正。

植被区。 利用 GIS10.0 通过图层叠加,提取这些信息
并输入到基本地理区划单元内,得到基本地理区划
单元的属性表,作为基本地理单元的数量分类依据。
3摇 区划方法
区划方法是判断一个区划系统科学性的重要依

(3) 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相结合的原则

据,也是区划过程中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关键所在,

态特征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地

将气候区划单元、土壤区划单元和根据地貌类型确

区的地域性差异,这些地域性差异必然在生物因子

定的地貌区划单元进行叠加和联合,得到中国陆地

气候、土壤和地貌等非生物因子对区域自然生

上具有重要体现。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 1。 首先,使用 GIS10.0 软件

区域的 3489 个基本地理区划单元,南海诸岛并未参
与数量分类。

2摇 区划依据

然后,根据每个基本地理单元所处地理空间在

气候区划、土壤区划、植物区系分区和动物地理

中国气候区划、中国土壤区划、中国植物区系分区、

区划等均反应了较大尺度的生态因子的分布规律,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和中国植被区划中位置的不同,

对小尺度综合区划的影响有限,但地貌区划和植被
区划的影响一直较大。 因此本研究中将地貌区划和
植被区划作为主要依据,而其它区划方案为辅。
2.1摇 区划方案的依据

地貌区划方案:选取了本研究组 2013 年确定的

利用 GIS10.0 提取各个基本地理单元的不同属性作
为数量分类的指标,再得到“ 基本地理单元 伊 属性信
息冶 排列矩阵,用 1 表示具有的属性字段,用 0 表示
不具有的属性字段,并使用 PC鄄ORD4.0 软件中的双
向指示种分析( TWINSPAN) 方法进行数量分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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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本地理单元数量分类结果。 其中 TWINSPAN 方

要人为判断临界值。

中较为常用,为数值分类的一种, 本法由 Hill 等在

结果输入 GIS10.0 中。 因为 TWINSPAN 分类方法并

,对分类样本自上而下依次进行二分,直

数量分类所得结果中各区域的边缘进行检查矫正。

法是一种兼顾定性及定量的分类方法,在群落分类
1975 年所创立
平均法

[30]

[29]

。 其原理是采用序列法中的交互

最后,将得到 3489 个基本地理单元的数量分类

不考虑不同指标之间的近似和相关程度,所以要对

到各群无法切分为止。 TWINSPAN 方法可以通过计

在数量分类的基础上,参考了植被区划、地貌区划等

算模型来反映样本之间的差别,比较客观的反映分

确定了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的等级区划

类样本的相似或相异性,并据此进行分类,但仍然需

系统。

图 1摇 区划技术路线图
Fig.1摇 The technology roadmap of division

4摇 结果

统、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为目标的。 因此,在自然保

4.1摇 基本地理单元数量分类结果

和非生物因素,对其指标进行了量化处理,得到了数

护综合地理区划中,全面考虑了影响自然界的生物

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 区 域 内 主 要 自 然 生 态 系

量化的分类结果,部分结果如图 2。

图 2摇 数量分类 4 次( a) 和 7 次( b) 分类结果

Fig.2摇 The result of numerical taxonomic after 4 times and 7 times

摇 摇 中国陆地区域分类四次后,被分为了 12 个区

案的细化, 局部地貌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越 来 越 大。

域,基本符合中国东北、华北、东南、中南、内蒙古、西

数量分类结果对区划指标具有了较好的表达,较为

北和青藏高原等的地域分异规律。 而分类 7 次后,

客观的表现了区域差异。

分类结果较为复杂,而局部地貌特征的变化对其影
响变大。 这说明随着区划尺度的不断变小或区划方

4.2摇 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
根据整体性原则和相对一致性原则将面积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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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状区域并入周边地理区域,并参考进一步的分
类结果、地貌区划和植被区划等对各个区域的边界
进行调整。 而南海诸岛部分由于其具有独特的自然
地理特征,因此将其作为独立的一级区。 根据上述
的区划原则、区划依据和区划方法,提出了包括 8 个

34 卷摇

一级区( 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37 个二级区( 自然保
护地理地区) 和 117 个三级区 ( 自然保护地理亚地
区) 的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如图 3 和
表 1。

图 3摇 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图
Fig.3摇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表 1摇 中国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
Table 1摇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scheme of China
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zone
东北大区玉

自然保护地理地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area

大兴安岭北部寒温带 半湿润地
区玉1
大兴安岭南部温带半 湿润地区
玉2

华北大区域

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subarea
大兴安岭北段山地落叶针叶林亚地区玉1A
大兴安岭中段针阔混交林亚地区玉2A、大兴安岭南段森林草原亚地区玉2B

小兴安岭温带半湿润地区玉3

小兴安岭北段丘陵针阔混交林亚地区玉3A、小兴安岭南段山地针阔混交林亚
地区玉3B

东北平原温带湿润半 湿润地区
玉4

小兴安岭山前台地针阔混交林亚地区玉4A、松嫩平原栽培植被与湿地亚地区
玉4B、大黑山台地针阔混交林亚地区玉4C、辽河下游平原栽培植被与湿地亚
地区玉4D

长白山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玉5

三江平原栽培植被、湿地与针阔混交林亚地区玉5A、张广才岭山地针阔混交
林亚地区玉5B、长白山山地针阔混交林亚地区玉5C

辽东半岛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玉6

龙岗山山地针阔混交林亚地区玉6A、辽东半岛落叶阔叶林与湿地亚地区玉6B

华北平原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域1

辽西冀东山地落叶阔叶林与湿地亚地区域1A、海河平原栽培植被与湿地亚地
区域1B、太行山东侧栽培植被与落叶阔叶林亚地区域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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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zone

东南大区芋

自然保护地理地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area

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subarea

山西高原暖温带半干旱地区域2

冀北山地落叶阔叶林与草原亚地区域2A、晋北中山盆地落叶阔叶林与草原亚
地区域2B、晋中山地落叶阔叶林亚地区域2C

陕北和陇中高原暖温 带半干旱
地区域3

陕北高原切割塬落叶阔叶林与草原亚地区域3A、陇中高原南部落叶阔叶林与
草原亚地区域3B

太行山南段和秦岭北 坡暖温带
半湿润地区域4

陕南豫西栽培植被与山地落叶阔叶林亚地区域4A、甘南高原山地森林与草甸
亚地区域4B、太行山南段山地落叶阔叶林与湿地亚地区域4C

黄淮平原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域5

黄淮平原栽培植被与湿地区域5A

山东半岛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域6

胶东低山丘陵落叶阔叶林区域6A、胶河平原栽培植被与落叶阔叶林区域6B、
鲁中南山地落叶阔叶林区域6C

长江中下游北亚热带 湿润地区
芋1
长江中下游中亚热带 湿润地区
芋2

东南南亚热带湿润地区芋3

台湾岛热带亚热带湿润地区芋4

中南大区郁

内蒙古高原大区吁

西北大区遇

江淮平原栽培植被与湿地亚地区芋1A、大别山及周边栽培植被与常绿阔叶林
亚地区芋1B
浙皖山地常绿阔叶林与湿地亚地区芋2A、鄱阳湖平原栽培植被与湿地亚地区
芋2B、罗霄山脉北段山地常绿阔叶林亚地区芋2C、湘中平原丘陵栽培植被与
常绿阔叶林亚地区芋2D、浙闽山地常绿阔叶林与湿地亚地区芋2E、赣南山地
常绿阔叶林亚地区芋2F
戴云山及周边山地常绿阔叶林亚地区芋3A、南岭东段山地常绿阔叶林亚地区
芋3B、南岭西段山地常绿阔叶林亚地区芋3C、黔桂石灰岩丘陵山地常绿阔叶
林亚地区芋3D、粤桂丘陵山地常绿阔叶林与湿地亚地区芋3E、闽粤沿海山地
常绿阔叶林与湿地亚地区芋3F
台湾西部平原栽培植被与湿地亚地区芋4A、台湾东部山地常绿阔叶林亚地区
芋4B、台南地区热带雨林季雨林与湿地亚地区芋4C

华南热带湿润地区芋5

雷州半岛台地栽培植被与湿地亚地区芋5A、十万大山热带雨林季雨林与湿地
亚地区芋5B

海南岛热带湿润地区芋6

海南岛北部平原栽培植被与湿地亚地区芋6A、海南岛南部山地热带雨林季雨
林与湿地亚地区芋6B

秦巴山地北亚热带湿润地区郁1

秦岭东部栽培植被与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1A、大巴山北段常绿阔叶林亚地区
郁1B、秦岭中段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1C、米仓山北段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1D、
岷山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1E

四川盆地及边缘山地 北亚热带
湿润地区郁2

大巴山脉南段常绿阔叶林与湿地亚地区郁2A、四川盆地栽培植被与湿地亚地
区郁2B、川西山地常绿阔叶林与高山草甸亚地区郁2C

贵州高原及边缘山地 亚热带湿
润地区郁3

武陵山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3A、雪峰山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3B、贵州高原常
绿阔叶林与石灰岩溶洞亚地区郁3C

横断山北部北亚热带 湿润半湿
润地区郁4

怒江澜沧江切割山地常绿阔叶林与高山植被亚地区郁4A、金沙江切割山地常
绿阔叶林与高山植被亚地区郁4B

横断山南部中亚热带 湿润地区
郁5

川南山地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5A、云南高原栽培植被与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
5B、怒江澜沧江平行峡谷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5C

西南热带亚热带湿润地区郁6

滇西山原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6A、滇中南亚高山常绿阔叶林亚地区郁6B、滇
南宽谷热带雨林季雨林亚地区郁6C、滇东南低热高原常绿阔叶林与山地季雨
林亚地区郁6D、桂西南岩溶山原常绿阔叶林与山地季雨林亚地区郁6E

喜马拉雅山东缘热带 湿润地区
郁7

喜马拉雅山南翼常绿阔叶林与山地季雨林亚地区郁7A、喜马拉雅山东端常绿
阔叶林与山地季雨林亚地区郁7B

西辽河温带半湿润半 干旱地区
吁1

西辽河平原及周边山地草原与针阔混交林亚地区吁1A

内蒙古东部温带半干旱地区吁2

呼伦贝尔高原草原与湿地亚地区吁2A、内蒙古高原东部草原亚地区吁2B

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 山地温带
半干旱地区吁3

鄂尔多斯高原草原与荒漠草原亚地区吁3A、贺兰山及周边草原与山地落叶阔
叶林亚地区吁3B、陇中高原北部切割山地草原与落叶阔叶林亚地区吁3C

内蒙古西部温带干旱地区遇1

乌兰察布高原草原与荒漠草原亚地区遇1A、阿拉善高原东部低地草原化荒漠
与灌木化荒漠亚地区遇1B、阿拉善高原及河西走廊荒漠亚地区遇1C

北疆温带干旱半干旱地区遇2

阿尔泰山山地草原与针叶林亚地区遇2A、准噶尔盆地西部荒漠、山地草原与
针叶林亚地区遇2B、准噶尔盆地低地荒漠亚地区遇2C、准噶尔东部荒漠与荒
漠戈壁亚地区遇2D、天山东段灌木、半灌木荒漠亚地区遇2E、天山西段北麓荒
漠、草原与针叶林亚地区遇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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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zone

青藏高原大区喻

自然保护地理地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area

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The natural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subarea

南疆温带暖温带干旱地区遇3

天山西段南麓山地草原与针叶林亚地区遇3A、吐鲁番鄄哈密盆地及周边荒漠
与盆地绿洲亚地区遇3B、北山及周边荒漠戈壁与荒漠草原亚地区遇3C、塔里
木盆地低地荒漠亚地区遇3D、西昆仑山地低地荒漠与高山植被亚地区遇3E

昆仑山高寒干旱地区喻1

昆仑山西段高山高寒荒漠亚地区喻1A、昆仑山东段高山高寒荒漠亚地区喻
1B、阿尔金山高寒植被与荒漠植被亚地区喻1C

柴达木、祁连山干旱半干旱地区
喻2

南海诸岛大区峪

柴达木盆地荒漠亚地区喻2A、祁连山西段高山盆地草原与针叶林亚地区喻
2B、祁连山东段高山草原、湿地与针叶林区亚地区喻2C

羌塘高原高寒干旱地区喻3

中阿里山地高寒荒漠与荒漠草原亚地区喻3A、羌塘高原北部高寒草原亚地区
喻3B、羌塘高原中部高寒草原亚地区喻3C、羌塘高原南部高寒草原与高寒湿
地亚地区喻3D

藏东、青南高寒半湿润半干旱地
区喻4

江河源高寒草原亚地区喻4A、祁连山东端草原与山地森林亚地区喻4B、青南
高原宽谷高寒草原草甸亚地区喻4C、川西藏东高寒灌丛与草甸亚地区喻4D、
澜沧江、金沙江上游切割山地高寒草原亚地区喻4E、念青唐古拉山北段灌丛
草原与高山植被亚地区喻4F

藏南高寒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喻5

西南阿里山地高寒荒漠与荒漠草原亚地区喻5A、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山地森林
与高山植被亚地区喻5B、雅鲁藏布江谷地灌丛与草原亚地区喻5C、念青唐古
拉山南段草原草甸与高山植被亚地区喻5D

南海诸岛热带湿润地区峪1

东沙群岛热带珊瑚岛亚地区峪1A、中沙群岛热带珊瑚岛亚地区峪1B、西沙群
岛热带珊瑚岛亚地区峪1C、南沙群岛热带珊瑚岛亚地区峪1D

4.2.1摇 东北大区

半湿润地区、大兴安岭南部温带半湿润地区和小兴

东北大区东南以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为界
与朝鲜相邻,东北以黑龙江沿国境线与俄罗斯为邻。
西部以大兴安岭为主干,北部小兴安岭自西向东延

安岭温带半湿润地区等 6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以
及 14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4.2.2摇 华北大区

伸,东南部有张广才岭和长白山等山地, 在这些山

华北大区东濒黄海、渤海,南以秦岭山脉主脊线

地、丘陵的环抱之中有广阔而肥沃的松嫩平原和三

至淮河一线为界,西以青藏高原外缘为界,北部与内

江平原。 其位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北缘,由于纬

蒙古地区、东北地区相接。 其具有稳定而古老的台

度较高,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温暖而短促,而且土

地,但由于侵蚀和堆积作用的交替进行,在全区形成

壤类型复杂,温带的暗棕壤、黑土和黑钙土以及寒温

了明显的多级阶地,同时该区域西部有明显的黄土

带的寒棕壤发育。 该区域植物区系分区和动物地理

堆积。 而且因其位于中纬度大陆东岸,且西北邻近

区划较为一致,但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天然林分布区

青藏高原与西北干旱区,故受大陆性季风的影响显

之一,保存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或天然次生林,在植

著,属中纬度暖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干冷,夏秋热湿,

被区划上,主要包括了寒温带针叶林区域、温带针阔

四季分明。 其地带性土壤由东到西,有棕壤土、淋溶

混交林区域和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的辽东半岛部

褐色土和褐土等森林土壤,以及发育在森林草原与

分,而低地平原以草甸草原、 沼泽地和河漫滩等为

干草原上的黑土、黄绵土等。 该区域的地带性植被

主。 该区域不同植被类型交叉分布,森林湿地发育,

以落叶阔叶林为主,但由于热量不同而引起植被的

是我国寒温带针叶林和温带针阔混交林最主要的分

纬度地带性变化明显,其南界秦岭淮河一线附近,植

布区, 也是耐寒性动植物主要分布地, 但特有种较

物区系中的亚热带常绿成分较多,而西北边界附近

少。 应加强对该区域森林和草原草甸生态系统,以

则温带草原成分突出,在植被区划上,包含了暖温带

及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并重点关注大型兽类的栖

阔叶混交林区域的大部分区域以及温带草原区域与

息地和生境廊道的保护。

暖温带阔叶混交林区域交界的边缘部分,但动物种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大兴安岭北部寒温带

类较少且种类组成较一致。 其生态系统类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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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明显,但原生性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种类缺

下,气温季节变化较小,但在南部边缘影响不大。 其

乏,人口密度较高,应以保护和恢复不同地区的森林

地带性土壤主要为红壤和黄壤,其中云贵高原以红

生态系统为重点,加强自然保护区网络的建设和管

壤为主。 其地带性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寒温

理,特别是野生动物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

性针叶林和干性热带季雨林半常绿季雨林为主,在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华北平原暖温带半湿

植被区划上,包含了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的西部

润地区、山西高原暖温带半干旱地区和山东半岛暖

区域以及西部偏干性热带季雨林雨林亚区域。 其植

温带半湿润地区等 6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以及 15

物区系分区和动物地理区划复杂,植物区系分区包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含了华中地区、云南高原地区和滇缅泰地区等地区,

4.2.3摇 东南大区

动物地理区划包含了西南区、 华中区和华 南 区 等。

东南大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北以淮河为界,南

该区域地貌类型多样,气候复杂,是我国生态系统最

至海南岛,西以秦巴山地、雪峰山和云贵高原为界,

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特有物种最集中的地区,

东至台湾岛。 地形破碎,山地丘陵连绵交错,平原盆

也是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点区域。 应加强对该

地贯穿其中, 其中较大的山体有武夷山和 南 岭 等。

区域自然保护区网络和跨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以

而区内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明显,但在沿海地区受

及对山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

海洋性气候影响显著,而南部地区有小面积的热带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秦巴山地北亚热带湿

季风气候区。 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红壤和黄壤,而

润地区、四川盆地及边缘山地北亚热带湿润地区和

黄棕壤主要分布于亚热带北部,即长江以北,红壤主

贵州高原及边缘山地亚热带湿润地区等 7 个自然保

要分布于亚热带南部。 其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和热带雨林季雨林,南岭以南的常绿阔叶林混杂较

护地理地区以及 23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4.2.5摇 内蒙古高原大区

多的热带成分,植物种类复杂,林内攀缘、附生植物

内蒙古高原大区位于我国的北部边疆,北以国

甚多。 而植物区系分区和动物地理区划较为复杂,

境线为界与蒙古和俄罗斯相邻,东、西、南三面分别

植物区系分区包含了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滇黔桂

与东北、华北和西北 3 个自然保护地理大区为邻,西

地区等地区,动物地理区划包含了东部丘陵平原亚

接狼山南端沿乌兰布和沙漠东缘至贺兰山西麓一

区、台湾亚区和闽广沿海亚区等。 其地貌复杂,自然

线。 地势起伏小,地貌相对单一,境内山脉少且高度

植被破碎化分布,海岸线长,湿地众多,特有植物种

一般较低,延伸不长,而大兴安岭和阴山横贯本区,

类丰富,应加强对该区域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保

把整个高原分为三大部分。 其属中温带半干旱、干

护,并重点关注特有和极小种群植物的就地保护和

旱气候区,季节分配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向西南变

管理,推进区域自然保护区网络的建设,在国家重点

为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地带性土壤以栗钙土分布

保护野生植物的重要分布区可以建设自然保护点。

最广,其次是棕钙土,黑钙土则局限于东部边缘。 该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北亚热带

区域地带性植被主要为温带草原和稀树灌木草原,

湿润地区、长江中下游中亚热带湿润地区和台湾岛

在植被区划上,包含了温带草原区域的大部分,而在

热带亚热带湿润地区等 6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和 21

阴山、贺兰山及大兴安岭南部地段的山地、丘陵上还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分布有以落叶松、栎树等为主的天然林与次生林,而

4.2.4摇 中南大区

植物区系分区和动物地理区划较一致。 其是森林、

中南大区位于我国西南部,西起青藏高原,东到

草原和荒漠生态系统的分布区和过渡区,植被类型

东南丘陵,北至秦岭山地。 该区域地貌类型复杂,有

和野生动物组成与邻国较为相似,应限制开发,加强

面积广阔的低缓起伏高原地貌、切割性山地和山间

对该区域草原、草甸和群落交错带等特有自然生态

盆地,其西部为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山高谷深,垂直

系统的保护,积极建设自然保护区网络,特别是跨国

落差较大。 其整体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热带季

自然保护区网络,加强对群落交错带的管理。

风气候区,但受到局部地势影响,气温较华东和华南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西辽河温带半湿润半

偏低, 在纬度、 海拔高度和大气环流三者综合影响

干旱地区、内蒙古东部温带半干旱地区和鄂尔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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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及周边山地温带半干旱地区等 3 个自然保护地
理地区以及 6 个自然保护地理亚地区。

4.2.6摇 西北大区

34 卷摇

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和四川盆地的相对高差在
3000 m 以上。 青藏高原强烈的隆起和巨大的高原
面,破坏了所处纬度地带的大气环流系统,形成了光

西北大区东以阿拉善高原为邻,南以昆仑山、阿

照充足、气温低和干湿季分明等独特的高 原 气 候。

尔金山和祁连山北麓为界, 深居内陆, 四周多为高

青藏高原降水分布的地区差异极为悬殊,从东南向

山,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很少能够到达,因而形成我

西北递减,北部柴达木盆地的西端,年降水量极少,

国最干旱的地区。 地形地貌以山地和山间 盆 地 为

而且区内高原冻土、高山草甸土和亚高山草甸土等

主,山地与盆地的相间分布,构成了该区域地表结构

发育强烈。 由于地势的强烈隆起,使植物的演替和

的基本特征。 该区域是我国最干燥的地区,具有典

土壤发育受到影响,高山草甸、高山草原和高寒荒漠

型的暖温带和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特点,其光照长、

植被成为该区域的地带性植被,而高原外围山地植

气温变化大、干燥少雨,而高山具有显著的垂直气候

被垂直带谱显著,而植物区系和动物地理组成较为

带。 其土壤类型复杂多样,地带性土壤有灰漠土、灰

简单,但却为该地区所特有。 该区域地广人稀,生态

棕漠土和棕漠土,此外还有草甸土、盐土和风沙土等

位置特殊,应重点保护其特有的高寒生态系统及高

非地带性土壤。 境内大部分属于干沙漠,东西两侧

原边缘山地植被垂直分布带,而且其高原迁徙兽群

边缘地区属于荒漠草原,而高山的迎风坡面上能获

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兽类种群,应根据其迁徙路线构

得较多的降水,孕育了众多的冰川积雪,较高海拔的

建自然保护区网络,减少人为干扰。

山坡上还有郁郁的森林和草原。 旱生的灌木与小灌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 包 括 昆 仑 山 高 寒 干 旱 地

木荒漠是该区域的地带性植被,典型的灌木荒漠分

区、羌塘高原高寒干旱地区和藏南高寒半湿润半干

布在山前洪积扇及由小砾石组成的冲积扇上部,大

旱地区等 5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以及 20 个自然保

多数由叶退化的灌木组成,半灌木荒漠主要分布在
砾质戈壁及荒漠性低山。 但在山地与平地绿洲内,

护地理亚地区。

4.2.8摇 南海诸岛大区

仍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如在阿尔泰山和天山的针

南海诸岛大区位于我国的最南部,包括南海的

叶林,在准噶尔盆地、塔里木河和阿拉善的荒漠河岸

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及其周边海域。 其

胡杨林。 而植被分布的特征造成了该区域植物区系

具有大量的珊瑚岛礁和广阔的海域,热带湿润气候

分区和动物地理区划的相对简单,但区域差异明显

明显,地带性植被为热带珊瑚岛常绿林。 乔木林在

的特点。 该区域与其他区域相对隔离,具有大面积

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金银岛和甘泉岛等分布面积较

的荒漠生态系统和垂直山地生态系统,植物多样性

大,南沙群岛中个别岛屿上亦有分布。 热带珊瑚岛

匮乏,但野生动物种类独特。 应加强对其荒漠生态

常绿林在群落组成上树种不多,仅有十余种,以麻疯

系统中迁徙性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并积极构建

桐林和海岸桐林分布最广,灌木林在各岛屿亦有分

自然保护区网络。 而其山地生态系统是荒漠区重要

布,面积大而连片,亦是珊瑚岛上的主要植被类型,

的水源,也需要重点保护,对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有

在植被区划上,包含了南海珊瑚岛植被亚区域和东

重要作用。

部偏湿性季雨林雨林亚区域的南海北部珊瑚岛植被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内蒙古西部温带干旱

区。 而植物区系分区包含了南海地区的大部分,动

地区、北疆温带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南疆温带暖温带

物地理区划仅包含了南海诸岛亚区。 其具有我国最

干旱地区等 3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以及 14 个自然

典型的海洋和海岛生态系统,却是我国自然保护区

保护地理亚地区。

发展最薄弱的地区,应加强对该区域海洋生态系统

4.2.7摇 青藏高原大区

和海洋鸟类的保护,促进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

青藏高原大区位于我国的西南部,北起昆仑山、

设和管理。

阿尔金山及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地势高峻,平

该自然保护地理大区包括南海诸岛热带湿润地

均海拔 4500 m 以上,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 高原

区 1 个自然保护地理地区,以及 4 个自然保护地理

上还分布有多条山脉,而且青藏高原四周高山环绕,

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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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助于避免动植物分布指标的人为选择偏差,可

5摇 讨论

以综合反映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对生物多样性就地

能够反映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和生物分异格局的

保护和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方案,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

而量化分析较少掺杂了主观推断,提高了地理区划

护策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

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定性分析避免了量化分析过程

实意义。 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往往涉及地理学、生态

中没有考虑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的问题,使区划结

学和生物学等诸多学科,而确定一个理想的、能被普

果更准确。 量化和定性分析的综合使用,有助于综

。 将

合反映区域差异,应作为地理区划工作的必要分析

遍接受的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并非易事

[21]

土壤、地貌、气候、植物、动物和植被等生态因子相结

途径。 本区划系统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以及修改

合,依据每类生态因子的分布规律, 强调区域代表

完善,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区划方案进行细化。

性,排除隐域性特征的干扰是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

致谢: 北 京 林 业 大 学 自 然 保 护 区 学 院 于 梦 凡 对

划的 必 然 选 择, 本 研 究 正 是 在 此 基 础 上 实 施 和 开

TWINSPAN 数量分类分析提供帮助,自然保护区学

院雷霆和中国林业科学院吴亚丛对写作给予帮助,

展的。
自然保护综合地理区划研究不是植被分区,也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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