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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选取气温、降水、植被及土壤类型指标，从空间分层异质性的角度对南岭山地的

地域分界性进行定量探测识别。结果表明：1）南岭山地具有显著的地域分界性，q值最高达到0.99，岭南与岭北2

个子区域的层内方差之和（SSW）远小于全区总方差（SST），南岭山地两侧区域空间分异性显著。2）南岭山地

地域分界性具体主要体现在气温方面，其中最冷月均温、最低多年平均日最低温、日均温≥10℃积温、日均温≥

10℃天数、年均温5项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贡献度最大；植被类型、土壤类型及降水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

分界性的贡献度不及气温指标，且贡献度依次减小。3）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在气温方面

于春、秋、冬季显著，而夏季明显减弱；在降水方面季节波动明显，且于夏、秋2季显著，并在11月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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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脉纵横，常常成为其气候与自然地理
区划的重要分界线，也是控制中国气候的主要因
子之一（竺可桢 等，1935）。其中，东西走向的
山脉或山地通过影响气流的运动，使南下的寒潮
气流受阻，北上的暖湿气流滞缓；来自海洋的气
流使迎风坡多雨湿润，背风坡少雨干燥，从而造
成山脉或山地迎风和背风两侧出现极大的气候差
异（刘继韩，1995）。中国东西走向山脉的代表—
—秦岭山脉横贯中国中部，常被视为北亚热带与
暖温带的分界线，是中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傅抱璞 等，1983）；位于新疆中部的天山山脉，
分新疆为南北自然地理景观迥异的两部分，常被
视作南疆暖温带与北疆中温带的分界线（魏文寿 
等，1990）。与秦岭、天山具有连贯完整的山体不
同，位于华南的南岭山地山体破碎，走向多变，
东西走向者少，且海拔不高，多低平山隘及谷地

（邓先瑞，2011）。基于这些特征，学术界对南岭
地理学意义的认知存在差异，对于其是否具有鲜
明的地域分界作用尚存异议。如李四光（1942）
认为南岭是一条重要的天然界线，并从地质构造

的角度提出“南岭何在？”的疑问；吴尚时与曾
昭璇（1947）则认为南岭是包含多条南北走向的
通道的一系列山地，其南北两侧存在气流交流作
用，其分界作用远不及秦岭；翁笃鸣（1985）认
为南岭山地虽海拔高度不及秦岭与天山，但对南
下的冷空气及北上的水汽仍存在阻滞作用，是华
南地区的天然气候屏障。同样，基于上述认识对
南岭山地在综合自然区划中的分界特征也有不同
看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
全书总编辑编委会，1992）将南岭定义为“中国
南部最大山脉和重要自然地理界线”，这一定义在
学界得到普遍认可；黄秉维（1959）在《中国综
合自然区划草案》中综合考虑热量差异、水分条
件、代表性土壤及植被类型，将“南岭山地”划
分至“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红壤与黄壤地带”
范围内，且位居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分界处；赵
松乔（1983）在其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新方案中对
南岭山地的划分与黄秉维（1959）大致相同；竺
可桢等（1980）通过对物候的研究，以气候、温
度为依据将南岭视为热带与亚热带的界线，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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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以南终年无“冬”，符合“四时皆是夏，一雨
便成秋”的热带特征；唐永銮（1964）亦持同样
主张；任美锷等（1991）、曾昭璇等（1991）根据
自然植被、农业植被、土壤等因素综合研究，主
张中国热带范围以北回归线附近为界，即南岭山
地南麓附近；任美锷（1962）提出的准热带、江
爱良（1960）提出的半热带等过渡热带与亚热带
的分界线以及董玉祥等（2017）基于地理探测器
定量分析所划的热带北界亦位于此处。除此之外，
南岭山地在《中国气候区划新方案》（郑景云，
2010）中被划分至“江南山地中亚热带湿润区”，
南临“南亚热带闽粤桂低山平原南亚热带湿润
区”；在《中国生态区划方案》（傅伯杰，2001）
中居“湘赣丘陵农业生态区”最北侧，与“岭南
山地常绿阔叶林生态区”相邻，均反映出一定的
分界作用。 

目前，已有对南岭地域分界性的判定多以定性
和半定量分析为主，主要是通过野外实地考察植被
及土壤类型特征，对气象指标进行要素阈值控制，
基于一定的理论与经验选取决定分区的主导因素，
进而对南岭地域分界性进行判定。而随着卫星遥感、
GPS 与 GIS 等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对地观测技术
系统时空分辨率的提高，以及计算模拟、系统分析、
综合集成等数理统计方法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地理
科学的综合集成有了定量化的科学基础与先进技术
手段的保证（陈述彭，2001）。自然地域分区的研究
逐渐趋于定量化，区划指标趋向于综合化（杨勤业 
等，2005；韩忆楠 等，2013），主成分分析（缪启
龙 等，1988）、聚类分析（丁裕国 等，2007）、SOFM
神经网络（黄姣 等，2011）等新区划方法通过综合
识别数据特征结构，减少了因主观认知带来的区划
差异，提高了区划精确度。近期，由王劲峰等（2017）
提出的能度量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
新型空间分析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备受关注，
与现行区划方法多基于空间相似性进行地域区划不
同，地理探测器模型着眼于空间分异性对自然区域
进行划分，即同级区划区域内要素差异性最小、不
同区划区域之间要素差异性最大。为探究南岭山地
是否存在鲜明的地域分界性，本研究拟选取热带与
亚热带区划的常用气候指标、土壤和植被类型特征
指标，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空间分异性的角度对
南岭山地的地域分界性存在与否及其强度进行判
定，通过探究南岭山地两侧区域的空间分异性与各
指标之间的定量关系，得到不同区划指标对南岭山

地地域分界性的贡献度大小。以期能更加客观准确
地认识南岭山地的地理学意义。 

1  研究区概况、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南岭是中国南部最大的山地，地处广东、广西、

湖南、江西、福建 5 省的交界处，是经历多次造山
运动形成的一条活动性较大的东西向复杂构造带，
尤以燕山运动影响最甚（邓先瑞，2011），分布着走
向东西的局部褶皱和横跨较古褶皱的东西隆起带，
大量火成岩体以分散的形式出现，特别是花岗岩类
型的岩体（李四光，1973）。地貌形态以山地丘陵为
主，海拔不到 1 000 m，整个山地在地形上表现为走
向各异、互不连续，其上耸起 5 座标志性的山岭，
从东至西依次为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
越城岭，主峰海拔高达 1 600~2 200 m，其中大庾岭
位居粤、赣之间，骑田岭在湖南，后三者分布于湘、
桂之间（任美锷，1982；曾昭璇 等，2001），最高
峰为越城岭主峰苗儿山，海拔 2 141.5 m，其西为云
贵高原，中部与罗霄山脉相连，东面紧接武夷山脉，
其范围约为 24°―27° N、109°30′―116°45′ E 之间，
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天然分界（郑度 等，
2015）。同时南岭山地部分山岭顶部还不同程度的残
留着一些夷平面（周尚哲 等，2008），岭与岭之间
是低谷走廊或山间盆地，易于通过，是历代南北交
通往来的要道，也是冬季北方冷空气南侵的天然孔
道，如湘桂间的重要通道越城岭道，其间开凿的运
河兴安灵渠连通桂林与长沙，全无险阻；大庾岭道，
亦为江西、广东之间的重要通道（郭伟民，2008）。 

目前，全球与南岭同纬度的地区多是稀树草原
或沙漠景观，而位居亚洲大陆东岸的南岭山地由于
受季风环流的影响成为同纬度地区仅存的绿洲，降
水丰富，雨量集中，春夏多雨，年降水量为 1 500~ 
2 000 mm，年均温多为 18~21℃，温暖湿润，无严
寒霜冻或霜冻期极短，属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南岭
山地自然景观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亚热带与热带特
征共存，地带性土壤以红壤、黄壤为主，森林植被
类型多样，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动植物资源十分丰
富，孕育着许多野生动物及珍稀濒危动物，是中国
珍贵的自然生物基因宝库（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
1985）。 

为方便起见，本研究以南岭的 109°30′―116°45′ E
设为研究区的东西边界，将南岭纬度范围向南北方向
各拓展 2 个纬度，即 22°―29° N 设为研究区的南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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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考虑到南岭山地边界的不确定性，大致按照南岭
山地所在纬度对研究区进行分区处理，将 22°―24° N
归为南岭山地的南侧，即岭南区域；将 27°―29° N 归
为南岭山地的北侧，即岭北区域（图 1）。 
1.2  研究方法 

空间相似性与空间差异性是地域分界研究的基

本规律。在空间统计学中的“层（strata）”是统计
学概念，大致对应地理上的类（classes）或子区域

（sub regions）。地理探测器模型（Wang et al.，2016）

作为探测空间分层异质性（简称“空间分异性”，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的工具，通过空间方
差分析比较子区域的方差之和与区域总方差的大小

定量表征子区域间空间分异性的强度，若子区域的

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地

理探测器模型首次提出时被应用于探测影响地方性
疾病风险的地理空间因素（Wang et al.，2010），现

已在土地利用（蔡芳芳 等，2014；杨勃 等，2014；

Ju et al.，2016）、自然区域差异分析（董玉祥 等，

2017）、区域空间优化（杨忍 等，2015；杨忍 等，
2016）、生态环境（Shen et al.，2015；湛东升 等，

2015；廖颖 等，2016）、公共健康（Huang et al.，
2014；陶海燕 等，2016）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地理探测器主要由分异及因子探测、交互作用
探测、风险区探测和生态探测 4 个部分组成。其中，

分异及因子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研究区的空间分异

性，以及探测影响因子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研究区

的空间分异。本研究选用分异与因子探测器，依据

气候等区划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进行探测，

并探测各区划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贡献

度，用 q 值表示（王劲峰 等，2017），表达式为： 

푞 = 1 −
ℎ ℎℎ = 1 −       （1） 

푆푆푊 = ∑ 푁ℎ휎ℎℎ
，푆푆푇 = 푁휎    （2） 

式中：h＝1，2，…；L 表示全区分为 L 个子区域，
本研究区分为岭南与岭北 2 个子区域，L＝2；Nh 和
N 分别为子区域 h 和全区的单元数；σh

2 和σ2 分别
为子区域 h 和全区的方差。SSW 和 SST 分别为层内
方差之和（Within Sum of Squares）和全区总方差

（Total Sum of Squares）。q∈[0，1]，q 值用于表征
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强弱，q 值越大说明南岭两
侧区域空间分层异质性越明显，其对应的影响因子
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影响越显著，贡献度越大。 

选取气温、降水、土壤与植被类型等指标探究南
岭山地的地域分界性，其中气温指标主要包含年均
温、最冷月均温、最低多年平均日最低温、最高多
年平均日最高温、日均温≥10℃积温、日均温≥10℃
天数、逐月月均温，降水指标主要选取年降水量和
逐月降水量。 
1.3  数据来源及处理 
1.3.1  数据来源 所选用的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地
面累年值日值数据集（1981―2010 年），下载于中
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土壤数据来源
于 1∶1 000 000 中国土壤数据库，植被数据来源于
中国 1∶4000 000 植被图，均下载于中国科学院国家

 

图 1  研究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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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http://www.geodata.cn/）。 

1.3.2  气温高程订正  由于不同气象站点所处的海
拔高度不一，为消除海拔对温度的影响，在对温度
指标进行空间化处理之前，将研究区的气温数据按
照一定的气温垂直递减率相应修正到海平面高度。 

根据江净超等（2016）对中国近地表不同季
节不同类型气温直减率的研究，本研究所在区域的
气温垂直递减率如表 1 所示，研究区内任一点的温
度可表示为（白红英，2012）： 

T＝T0−A×h                           （3） 
式中：T 表示实际温度（℃）；T0 为海平面的温度

（℃）；h 为海拔高度（m）；A 为气温垂直递减率。 

1.3.3  指标空间化处理  为了保证研究区边缘区域
气象数据的精准性，进行空间化处理的气象站点范
围应大于研究区实际范围，选取研究区向外扩展半
个经度及半个纬度，即 21°30′―29°30′ N，109°―
117°15′ E 的区域内的所有气象站点共 301 个（图 2），
运用 ArcGIS 插值分析模块中的克里金法对经统计

及高程校正之后的所有气象指标（年均温、最冷月
均温、最低多年平均日最低温、最高多年平均日最
高温、日均温≥10℃积温、日均温≥10℃天数、逐
月月均温、年降水量、逐月降水量）进行空间化处
理，并依据设定的分区方案，将研究区按南岭山地
两侧区域划分为岭南与岭北 2 个子区域（图 3、4）。 

2  结果与分析 

2.1  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判定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别计算南岭山地南北

两侧子区域（即岭南与岭北区域）方差之和（SSW）

以及全区总方差（SST），定量获取表征南北两侧区

域空间分异性及不同影响因子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

性的影响力程度的 q 度量值（表 2）。由表 2 可以看 

出，各指标均对南岭山地的地域分界性存在影响，
可见南岭山地具有显著的地域分界性。 
2.2  不同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贡献度 

由表 2 可以看出：最冷月均温、最低多年平均 

表1  研究区气温垂直递减率 
Tab.1  The rate of vertical decrease of temperature in the study area 

直减率 春 夏 秋 冬 年 

平均气温直减率 □0.50*** □0.62*** □0.53*** □0.40*** □0.51*** 

平均最低气温直减率 □0.47*** □0.55*** □0.49*** □0.41*** □0.48*** 

平均最高气温直减率 □0.55*** □0.70*** □0.59*** □0.41*** □0.56*** 

注：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代表 P＜0.001；气温直减率显著性检

验：***表示 P＜0.001。 

 
图 2  研究区气象站点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the study area 

 

 
图 3  研究区土壤类型（a）与植被类型（b） 

Fig.3  Soil types and vegetation type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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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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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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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黏土 

赤红壤 

黄壤 

黄棕壤 

其他植被类型 
亚热带、热带常绿叶林 
亚热带、热带石灰岩多种藤本 
亚热带、热带稀树灌木草原 
亚热带、热带酸性土常绿落叶阔叶林 
亚热带山地酸性黄壤常绿阔叶林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亚热带石灰岩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 
亚热带竹林 

单（双）季稻连作喜凉旱作 
双季稻或双季稻连作喜温旱作 
热带雨林性常绿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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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81―2010 年研究区主要气候指标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climate indicators in the 

study area during 198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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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最低温、日均温≥10℃积温、日均温≥10℃天数

4 项指标的影响力最大，q 值接近于最大值 1；年均

温的影响力 q 值亦处于较高水平，这些指标反映出

南岭山地两侧的显著空间分异性，即岭南与岭北 2

个子区域的层内方差之和远小于全区总方差，说明

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明显，且该 5 项指标对南岭山

地地域分界性的贡献度最大。而最高多年平均日最

高温、植被类型、土壤类型、年降水量 4 项指标的

q 值依次减小，表明其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贡

献度相对较弱。 

2.3  南岭山地气候地域分界性的季节差异 
由图 5 可以看出，春（3―5 月）、秋（9―11

月）、冬（12―次年 2 月）3 季的月均温对应 q 值均
处于较高水平，而夏季（7 月 q＝0.33、8 月 q＝0）
q 值急剧减小，表明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在气温方

面于春、秋、冬季显著，而夏季明显减弱。月降水
量的变化趋势亦反映出明显的季节波动，夏秋 2 季

（7―12 月）月降水量对应 q 值相对其余月份较高，
表明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在降水方面于夏、秋 2 季
显著，并在 11 月（q＝0.87）达到峰值。 
2.4  分析与讨论 

上述基于地理探测器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
的探测分析结果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编委会，1992）中对南
岭的定义相符，认为南岭山地具有显著的地域分
界性，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尽管，南岭
山地海拔不高，山体破碎不连贯，远不及秦岭与
天山山体完整高大，但其对强度已大大减弱的南
下寒潮及北上的水汽阻滞作用仍十分明显。选取
研究区内 6 个经高程校正的气象站点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表 3），其中，新丰和蒙山站点位于南岭
山地南侧边缘，其余 4 个站点均位于南岭山地北
侧，攸县和洪江站点位于北侧边缘，赤壁和澧县
站点位于边缘以北约 2.4 个纬度。通过对比发现，
南北两侧相差 3 个纬度的站点（新丰与攸县、蒙
山与洪江）间气温及降水指标的变化幅度远大于
同位于南岭北侧相差约 2.4 个纬度的站点（攸县与
赤壁、洪江与澧县）之间气温及降水的变化幅度，
可见南岭山地两侧气候的差异性并非单纯由纬度
变化引起，其对气温与降水的阻隔效应十分显著，
存在明显的地域分界性。

表2  各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影响力（q值） 
Tab.2  The influence of each index on the regional demarcation of  

the Nanling Mountain (q value) 

指标 q 值 
最冷月均温 0.99 

最低多年平均日最低温 0.99 
日均温≥10℃积温 0.99 
日均温≥10℃天数 0.99 

年均温 0.97 
最高多年平均日最高温 0.72 

植被类型 0.62 
土壤类型 0.42 
年降水量 0.32 

 

 
图 5  逐月气象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影响力（q 值） 

Fig.5  Influence of monthly meteorological index on the regional demarcation of the Nanling Mountain (q value) 

表3  不同站点气象数据对比分析 
Tab.3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meteorological data from different sites 

站点名 省份 经度 纬度 年均温/℃ 最冷月均温/℃ ≥10℃积温/℃ ≥10℃天数/d 年降水量/mm 
新丰 广东 114.12°E 24.03°N 21.36 12.24 7 795.79 365 1 889.9 
蒙山 广西 110.31°E 24.12°N 20.74 10.51 7 370.80 346 1 741.6 
攸县 湖南 113.21°E 27.00°N 18.65 6.10 6 090.31 273 1 518.6 
洪江 湖南 110.09°E 27.21°N 18.13 6.15 5 823.34 266 1 363.0 
赤壁 湖北 113.53°E 29.43°N 17.64 4.78 5 729.73 261 1 602.0 
澧县 湖南 111.44°E 29.40°N 17.16 4.65 5 541.83 258 1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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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人基于主导因素法，如竺可桢等（1973）
以温度为依据、任美锷等（1991）、曾昭璇等（1991）
以植被土壤类型为依据，对南岭山地的地域分界性
进行判定不同，本文综合考虑气温、降水与植被土
壤类型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影响，得到各项指
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贡献度，即影响力 q 值。
对于降水丰富处于湿润地区的南岭山地，山体阻隔
带来的山地两侧降水量的差异远不及气温的差异
大，且在该区高温不足以成为植被生长的限制性因
素，而低温冻害等极端气温指标对多年生作物能否
安全越冬有直接影响，因而最冷月均温、最低多年
平均日最低温、日均温≥10℃积温、日均温≥10℃
天数等指标成为决定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最为重要
的指标。对比表 3 中南北两侧不同站点间气温与降
水指标的差异亦发现，南岭山地对气温指标的影响
程度甚于降水指标，且远大于纬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另外，由于南岭山地南北植物混杂交汇，互侵性及
过渡特征明显，植被与土壤类型没有鲜明的界线分
异，其对南岭两侧空间分异性的贡献度不及气温指
标大。  

同时，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具有季节性变化规
律，而这种季节性变化主要是由南岭山地对气候的
屏障作用所引起的，主要体现在对南下冷空气的阻
滞，使得冷季南岭两侧地域差异十分显著，南岭北
坡冬季常有降雪、寒潮侵袭，时常形成冰凌、雨淞，
使林木断稍，幼苗冻拔；而南坡冬季一般无雪，植
物全年生长（王永安，1989）。夏季全国普遍高温，
冷空气活动少，南岭的阻挡作用不明显，南岭两侧
气温无显著差异，因而南岭山地对气温的屏障作用
于春、秋、冬季显著，而夏季明显减弱。南岭山地
对降水的屏障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北上水汽的阻挡，
同样呈现季节性变化，且于夏秋 2 季最为显著。夏
季时夏季风和台风从海洋上带来大量的水汽，遇南
岭阻挡而抬升，在迎风坡成云致雨，致使夏季南岭
南侧降水量远大于北侧；秋季降水的分布不均主要
是由大气环流所致，南岭以南降水稀少，多雨区集
中分布在南岭以北，夏秋 2 季南岭山地两侧降水量
差异极大；进入冬季后南岭两侧降水量均较小，春
季进入雨季，南北两侧降水量均较大，南岭屏障作
用不显著。 

3  结论 

基于地理探测器这一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
释因子的空间统计工具，选取气温、降水及植被土

壤类型指标，对南岭山地的地域分界性进行定量探
测识别，主要得出以下 3 个结论： 

1）南岭山地具有显著的地域分界性，q 值最高
达到 0.99，岭南与岭北 2 个子区域的层内方差之和

（SSW）远小于全区总方差（SST），南岭山地两侧区
域空间分异性显著。 

2）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具体主要体现在气温方
面，其中最冷月均温、最低多年平均日最低温、日
均温≥10℃积温、日均温≥10℃天数、年均温 5 项
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贡献度最大；植被类型、
土壤类型及降水指标对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的贡献
度不及气温指标，且贡献度依次减小。 

3）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
在气温方面于春、秋、冬季显著，而夏季明显减弱；
在降水方面季节波动明显，且于夏、秋 2 季显著，
并在 11 月达到峰值。 

本文应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综合气温、降水、植
被、土壤多个指标因子揭示南岭山地地域分界性特
征，研究结果表明南岭山地具有鲜明的地域分界性，
相较之前的专家集成等方法，更加客观科学且准确
地识别了南岭山地两侧区域的空间分异性，对岭南
与岭北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展农业生产生活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山地地域分界性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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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Detection of Regional Demarcation in the Nanli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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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nling is the largest mountain system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there is a certain dispute over 
whether it has a distinct regional demarcation effect, in that case the Geodetector, a new spatial analysis model to 
reveal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it and can measure spatial diversity, can be used by choosing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vegetation type and soil type indicators to quantitatively identify th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of the 
Nanling mount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order to get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zoning indexes to the boundary of the Nanling Mountain area, and the geogra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Nanling mountains can be more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ood.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Nanling 
mountain area has obvious regional demarcation, the highest q value reaches 0.99, the Within Sum of Squares 
(SSW) of the south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north of the mountains is far less than the Total Sum of Squares 
(SST),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Nanling mountain region is significant. 2) Nanling 
regional differe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pecific temperature, there are 5 indexes having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regional boundary of the Nanling Mountains, which are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coldest 
month, the annual mean minimum temperature, ≥10℃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the number of days when 
daily mean temperature ≥10℃ and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vegetation type, soil 
type and precipitation index to the regional demarcation of the Nanling mountain area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temperature index, and their contribution degree decreased in turn. 3) The regional demarcation of the Nanling 
mountains has obvious seasonal difference. It is notable in spring, autumn and winter, but decreases in summer. In 
terms of precipitation, seasonal fluctuation is obvious, and it is significant in summer and autumn, and reaches its 
peak in November. The research results would have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areas south of the Nanling 
and north of the Nanling to carry ou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in local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would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study of the boundary of other mountainous regions.  
Key words: the Nanling Mountains; regional demarcation; Geodetector;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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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diversity of Bird Assemblages in the Nanling Mountain Ranges  
 

QUAN Qing1，TANG Xuan2，WU Yi2，ZOU Fashe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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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divide the world into biogeographical regions is a long concerned issue and recently intrigues 
the research interest because rich data about phylogeny and traits of taxa has been gained nowadays. β-diversity 
patterns was applied, based on 46 places located in 3 subregions (one belongs to South China and two belong to 
Central China) of Chinese animal geography, to re-analyze the robustness of setting Nanling Mountain Ranges as 
part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the taxonomic and 
phylogenetic dissimilarities among the three subregions were small and dissimilarities related to nestedness and 
species turnover had varied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tances between assemblages of three subregions; 2) resident 
birds, summer breeders and wintering birds affected the β diversity patterns differently; the dissimilarities were 
strong when analyzing the assemblages of resident birds and they became weaker when counting the summer and 
winter visitors; 3) in the eastern-western direction remarkable phylogenetic distance happened between places far 
from each other; in the northern-southern direction great phylogenetic distance happened between far and 
neighboring locations. The results above indicated that the phylogenetic structures of bird assemblages changed 
beyond expectations from south to north side of the Nanling Mountains, which suggests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treat the Nanling Mountain ranges as part of the border between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of animal geography. 
Key words: the Nanling Mountains; β-diversity; phylogenetic dissimilarities; birds; animal ge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