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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热带小河口洲滩景观格局对外部环境作用的影响极为敏感, 是潮滩水沙、地貌及植被耦合作用
的结果。本文将遥感技术和景观生态学方法相结合, 探讨了北部湾南流江口洲滩的景观特征及时空变
化过程。主要结果表明: 2005—2019 年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要素自陆向海呈现红树林(桐花树、秋茄)、
茳芏及光滩格局, 在此期间内的洲滩景观多样性指数低、景观破碎化指数高。红树林、茳芏与光滩景
观类型优势度 Do 值大致相等。同时, 红树林与茳芏的扩张导致其面积持续增加而光滩面积减少。红树
林、茳芏与光滩三者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 河口潮滩景观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研究结果有助于对热带
小河口洲滩植被演化格局的认识, 为热带河口地区生态恢复与湿地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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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格局是表征地球系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
[1]

标 。景观格局的变化直接反映地表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状态以及影响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及信
息流的循环。一直以来, 国内外都极为重视区域景观
格局的研究, 并主要集中在景观结构 [2]、功能 [3]、性
质 [4]、景观效应 [5]与景观动态变化 [6]等方面。与此同
时, 针对生态系统表现的景观格局区域性特征, 近
[7]

[8]

[9]

年来在山地 、河流 、城市 、矿区

[10]

、岛屿

[11-12]

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河口三角洲盐沼湿地受到高强
度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人类
活动干扰等因素导致全球约 1/3 的红树林出现永久
性损失 [13]。为了探明河口洲滩景观格局的变化, 及将
如何影响河口地区生物多样性与其生态服务功能,
一些学者将遥感技术和野外调查结合, 提出了长江
口崇明东滩盐沼湿地形成互花米草-光滩、互花米草海三棱藨草-光滩景观 [14]、黄河三角洲潮滩盐沼主要
展现芦苇盐沼、碱蓬碱蓬-柽柳-芦苇盐沼、碱蓬盐
沼和光滩格局 [15]、珠江口保护区内以人工林为主的
红树林群落 [16] 、粤东沿海灌丛小乔木复合红树林群
落 [17] 。此外, 有学者利用遥感对北部湾红树林空间
分布 [18-19]、红树林岸线变迁 [20]、滨海湿地景观格局 [21]
进行了研究。然而, 南亚热带小河口洲滩红树林景
观格局方面的研究鲜有报导。基于此, 本文以南流
江河口洲滩为研究区, 探讨近期洲滩景观的时空变
化特征, 以增加对热带小河口洲滩植被演化格局的
84

认识, 为热带河口地区生态恢复与湿地管理提供理
论支撑。 

1
1.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南流江是广西独流入海第一大河。河流位于广

西东南部, 在其出海口形成面积约 5 500 hm2 的三角
洲(图 1a)。干流河口位于合浦县县城西南约 18 km,
东岸是沙岗镇七星岛茅荒擅, 西岸是西场镇与沙岗
镇界鲎港江口, 两岸相距约 2 500 m, 河口西南走向,
河床宽 510 m, 深 3.25 m。两岸有砌石堤围, 河口有
众多江心洲, 由江心洲与七星岛尾潮滩组成了南流
江干流入海口特殊的生态系统。
河口潮汐属于不正规全日潮, 平均潮差约为 2.5 m,
海域冬半年以北向浪为主, 平均波高 0.8 m, 夏季以
西南向浪为主, 最大波高为 4.8 m[22-23]。研究区覆盖干
流河口沙洲和低潮时出露水面的浅滩, 主要包括 5 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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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域与河口沙洲位置。地图来源于图新地球 4 (locaSpaceViewer4.0)
Fig. 1 Research area and estuarine shoal location

注: a: 南流江河口 b: 研究范围 A、B、C、D、E 5 个江心洲与七星岛岛尾潮滩 F

心洲潮滩 A、B、C、D、E 和七星岛岛尾潮滩 F(图 1b)。
潮滩上所生长的植物主要有桐花树 [Aegiceras corniculatum (L) Blanco]、秋茄[Kandelia candel (Linn.)]、
茳 芏 (Cyperus malaccensis), 另 有 部 分 无 瓣 海 桑
(Sonneratia apetala)。

1.2
1.2.1

数据分析处理
景观要素与景观类型界定
由于潮汐起落, 使得潮滩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

中。因此潮汐水位的波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洲滩
植被覆盖范围, 导致洲滩景观解译出现偏差。本文
2005 年 5 月 17 日、2011 年 8 月 28 日、2015 年 12 月
17 日、2019 年 10 月 26 日的谷歌地球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1.11 m)。所选择遥感影像中, 2015 年 12 月 17 日
成像时刻潮位相对较高, 部分光滩被潮水所淹没,

Fig. 2

图 2 遥感影像目视解译标志
Visual interpretation marks of remote-sensing images

注: a、b、c: 红树林-桐花树; d、e、f: 茳芏; g、h、i: 光滩;
j、k、l: 水域

但红树林斑块仍清晰可见, 茳芏斑块可以识别, 对

把没有生长植物的潮滩定义为光滩。桐花树与

洲滩景观解译的影响在容许误差之内。其他 3 个影

秋茄二者的景观结构、功能与性质无太大差异, 无瓣

像基本处于低潮位相近水位, 能反映地物景观的格

海桑零散混生于桐花树或秋茄种群中, 本文将其归

局变化。这 4 组影像水边线向陆依次可区分光滩和

为红树林同类景观。据此, 根据洲滩植被分布情况,

有地物的洲滩。随后, 基于 ENVI 和 ArcGIS 对原影

将南流江河口洲滩地物景观分为红树林(主要为桐花

像进行几何纠正和地理配准、裁剪和镶嵌、彩色增

树与秋茄)、茳芏与光滩 3 种景观类型。为消除潮汐

强和滤波等预处理。在不同季节对研究区航拍与现

水位对影像解译光滩面积的影响, 以潮位最低的

场调查, 确认各景观要素的解译标志见图 2, 并核查

2005 年 5 月 17 日卫星遥感影像中露出水面的洲滩面积

区域景观要素类型与分布状态。经影像解译等得到

724.88 hm2 作为研究区域景观总面积 St, 依次解译红树

较为准确的观类型分布矢量数据。

林面积 Sm 与茳芏面积 Sc, 则光滩面积 Sb=St−S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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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FN 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景观影响的强弱程度。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
将遥感影像经解译、分类及提取的红树林、茳

芏、光滩等景观要素进行分层与联合处理, 绘制景观
多样性变化图。同时统计各景观要素数据, 计算斑块

2
2.1

面积百分比(Pland)、斑块密度(PD)、斑块分维度(FD)、
香农(Shannon)指数(H)、优势度指数(Do)及景观破碎
化指数(FN)以全面诊断区域近期景观格局的演替。
各指标计算方法为:
(1) 斑块面积百分比。斑块面积百分比是确定景
观中优势景观元素的重要依据, 也是决定景观中的
生物多样性、优势种和数量等生态系统指标的重要
因素。用 Pland 表示斑块面积百分比, 即景观要素斑
块面积(Si)占景观范围(本研究为潮滩)总面积(St)的百
分比 [24], 表示为: Pland=Si/St100%。当 Pland→0 时, 说
明景观中此斑块类型变得十分稀少, 当 Pland→100 时,
说明整个景观只由一类斑块组成。
(2) 斑块密度。斑块密度表明单位面积(S)内某类
景观斑块的数量(N)[25], 用 PD 表示。某类景观的斑
块密度可表示为 PDi=Ni/Si, 总景观的斑块密度可表
示为 PDt=(Ni)/St。
(3) 斑块分维数。斑块分维数反应景观斑块的形

结果分析
洲滩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南流江口洲滩景观自 2005 年到 2019 年出现明

显变化, 红树林与茳芏迅速向海扩张(图 3a—图 3d)。
其中, 2005 年红树林主要分布在南流江口七星岛附
近的 C、D 及 E 三个区域, 到 2011 年时先前 2005 年
C 区横向串沟的位置已被红树林覆盖, 尤其明显的
是 2005 年 E 区发育几处大型纵向潮沟(图 3a), 在
2011 年因红树林扩展而导致潮沟变窄(图 3b)。2005
年零星散落的茳芏通过短短 6 年时间的发育, 在七
星岛 E 区向西、向海的 F 扩展。
与 2011 年比较, 七星岛西北侧裸露浅滩 A 和 B
区在 2015 年已有红树林发育, 同时在 D、E、F 区红
树林进一步扩展, 特别在 F 区环七星岛边缘红树林
成片。同期, 茳芏处于较快繁育阶段, 这主要体现
在 C 区及 E 区洲头潮滩, 同时茳芏在 F 区红树林外
围纵向超过 2 km 的潮滩都有分布, 部分已成簇生
长(图 3c, 图 4)。同时, 2019 年南流江口 A—F 洲滩
都覆盖有红树林, 在 A 区沙洲完全覆盖, B 区正在

状特征, 用 FD 表示斑块分维数 [26], 计算式为 FDi=2

向海扩张, 而 E 区先前的潮沟完全消失并被红树林

ln(Li /4)/ln(Si)。式中 Li 为某景观类型斑块的总周长, Si

取代, 而沿七星岛海堤周边的 F 区红树林已向海扩

为某景观类型斑块总面积。

散 400~500 m (图 3d)。茳芏在 C 区有所增加, 但在

(4) 用 H 表示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27] 。Shannon

F 区红树林前沿基本覆盖出露潮滩, 而且成团扩张

多样性指数反映景观异质性, 特别对景观中各斑

(图 4), 在七星岛东南侧的沙洲也出现大规模团状

块类型非均衡分布状况较为敏感, 即强调稀有斑

茳芏, 并且以团簇的方式向海快速扩张(图 3d)。总

块类型对信息的贡献, 计算式为 H=–(P i )ln(P i )。

体而言, 在最近 15 年时间尺度, 七星岛周边 6 个洲

其中 P i 为某景观要素面积占景观总面积的百分比。

滩景观自陆向海依次为红树林、茳芏和光滩, 茳芏

当 H=0, 表明整个景观仅由一个斑块组成; H 增大,

主要分布于红树林外延或镶嵌于红树林间(如图 3b

说明斑块类型增加或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呈均衡

和图 3d 中 E 区)。

化趋势分布。
(5)优势度指数。优势度指数表明景观类型在景

2.2

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动态变化

观中的优势程度, 用 Do 表示[28]。计算式为 Do=Hmax +

南流江河口洲滩地物由红树林、茳芏和光滩构

(Pi)log(Pi)。其中 Hmax=ln(m), 表示最大多样性指

成(图 3)。最近 15 年内南流江河口洲滩红树林面积

数, Pi 为某景观要素面积占景观总面积的百分比。当

显著增加, 由 2005 年的 69.54 hm2 增大至 2019 年的

Do 趋向于 0 时, 表明景观中没有明显优势类型且各

190.33 hm2(表 1), 面积在原有基础上约增加了 2 倍。

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均匀分布, 当 Do 趋向于 1 时, 表

相应的红树林斑块面积百分比从 2005 年的 9.58%

明景观受到一种或少数几种优势斑块类型支配。

持续增大到 2019 年的 26.22%。同时, 茳芏面积从

(6) 景观破碎化指数。反映景观中斑块破碎程度,

2005 年的 6.95 hm2 增大到 62.68 hm2。此外, 光滩面积

用 FN 表示 [29]。某景观类型的景观破碎化指数可表示

由 2005 年的 649.39 hm2 减少到 2019 年的 472.87 hm2,

为 FNi =S/St(Ni−1)。式中, S 为某景观要素斑块平

这意味着光滩面积因红树林与茳芏的扩张而导致其

均面积, St 为景观总面积, Ni 为某景观类型斑块数。

发生迅速减小(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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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图 3 景观类型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lements

景观要素的斑块密度表明红树林景观破碎化程
度较高。将图 3 和表 1 结合表明, 在 2005 到 2019 年
期间, 红树林斑块数基本在 63~82, 没有明显的增
加。但红树林斑块密度由 2005 年的 0.992 下降到
2019 年的 0.331, 相当于递减了近 70%, 其面积却
增加了近 3 倍(表 1)。即反映了红树林持续在扩张,
且扩张主要是挤占斑块间的空间和整体向海迁移
完成(图 3)。茳芏斑块数从 2005 年到 2011 年增加
了 5 倍, 面积仅增加了 1 倍(表 1), 表明茳芏早期的
扩张以小面积团簇状斑块占据向海滩涂的主要扩
张方式。2011 年到 2019 年间, 茳芏斑块先增加后
Fig. 4

图 4 茳芏扩张模式
Expansion pattern of Cyperus malaccensis

减少, 面积呈倍数级增加, 表明茳芏后期的扩张
以单个斑块面积呈环状向外扩张、在原有小斑块间

Marine Sciences / Vol. 44, No. 12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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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口洲滩景观要素特征
Tab. 1 El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scape of the estuarine shoal
茳芏
年度

2

红树林

PDc/
Pland/%
(个/hm2)

2

光滩

PDm/
Nb/个
Pland/%
(个/hm2)

2

PDt/
PDb/
(个/
hm2)
Pland/%
(个/hm2)

Nc/个

Sc/hm

2005

25

6.95

0.96

3.597

69

69.54

9.58

0.992

45

649.39

89.46

0.069

0.191

2011

118

12.31

1.70

9.586

82

109.39

15.07

0.750

37

604.18

83.23

0.073

0.327

2015

287

17.87

2.46

16.060

65

135.74

18.70

0.479

—

572.27

78.84

—

—

2019

242

62.68

8.64

3.861

63

190.33

26.22

0.331

38

472.87

65.14

0.138

0.473

Nm/个 Sm/hm

Sb/hm

注: (1) 2015 年潮位较高, 遥感影像解译光滩面积为 0(下同)。
(2) N: 斑块数; S: 面积; Pland: 斑块面积百分比; PD: 斑块密度。

生成新的斑块的方式为主。随着单个斑块面积的增

正由于茳芏在光滩上以零星方式扩张, 从而也导

大与单位面积内团簇状小单元的增加, 团簇状小

致光滩斑块数增加。

单元相互交错重叠形成更大的斑块, 从而出现斑
块面积增加而数量有所减少的现象。相应的茳芏斑

2.3

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多样性
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 2005 年、2011 年、2015 年

块密度类似变化(表 1)也表明了茳芏的这一扩张模
式。显然, 茳芏在 2015 年前一直处于快速的扩散

以及 2019 年的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H 分别为: 0.168、

状态(图 3a—3c), 随后的 4 年期间, 以先前扩散的

0.186、0.142、0.221(表 2)。由此可知河口洲滩景观

簇状小单元为基础, 呈团状形式向外扩张, 由此

多样性极低, 植物群落单调, 且三类景观要素的差

引起其面积增大而斑块数减少(表 1)。就光滩而言,

异逐渐降低。

表 2 河口洲滩景观多样性指数
Tab. 2 Landscape diversity index of the estuarine shoal
年度

茳芏

红树林

光滩

H

Lc/km

FDc

Doc

Lm/km

FDm

Dom

Lb/km

FDb

Dob

2005

5.19

1.290

1.071

30.70

1.330

1.001

77.40

1.670

1.000

0.168

2011

13.70

1.390

1.060

35.90

1.310

0.975

65.80

1.700

0.851

0.186

2015

26.00

1.450

1.050

38.00

1.300

0.963

—

—

—

0.142

2019

42.70

1.390

0.998

39.10

1.270

0.947

63.50

1.770

0.731

0.221

注: L: 景观要素斑块周长; FD: 斑块分维度; Do: 优势度; H: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由斑块分维数表明(表 2), 茳芏 FD 在 1.29~1.45,

茳芏斑块面积百分比 Pland 由 2005 年的 0.96%

各个斑块形状存在差异, 但总体变化不大。经现场调

增大到 2019 年的 8.64%, 但其斑块密度 PD 2005 年

查确认, 茳芏斑块大多呈圆形或圆环(图 4)。相邻茳

至 2015 年快速增加, 2015 年至 2019 年又显著减少

芏斑块不断向周围扩张后相互渗透, 形成相交的圆,

(表 1), 优势度 Do 有所下降(图 3, 表 2), 表明茳芏前

圆形斑块老化以及中心部位的植株衰老死亡后形成

期面积的增加是以快速向外扩张形成众多的小斑块

圆环, 多个相交圆(圆环)组合形成不规则多边形是

来实现的, 后期斑块数量增加受限, 其面积的增加

斑块形状差异的主要原因。红树林 FD 在 1.3 左右, 且

在于单个小斑块向外扩张, 斑块间相互交错融合而

呈持续下降趋势(表 2), 表明红树林斑块间形状差异

形成更大的斑块, 导致斑块数量大幅度减少。红树

较小, 且越来越趋向于近似矩形的凸多边形发展。红

林斑块面积百分比 Pland 由 2005 年的 9.58%增大到

树林的扩张是沿潮间带向海逐步推进, 潮滩发育为

2019 年的 26.22%, 而其斑块密度 PD 也相应减少,

红树林提供的带状宜林滩地是红树林斑块呈带状凸

由 0.992 减少到 0.331(表 1), 优势度 Do 没有太大变

多边形形状的主要原因。光滩分维度逐渐升高主要

化(图 3, 表 2)。表明红树林面积的增加主要表现为

是由茳芏零星扩张引起光滩斑块形状发生改变。

由沿斑块外缘边界线平行向潮滩外推 [30] 与斑块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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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填补而使斑块合并。光滩面积百分比稳步下降,

一方面桐花树种群向海扩张过程中也不断挤占茳芏

斑块密度大幅度提高, 主要是由于茳芏与红树林侵

种群空间, 处于红树林外延的茳芏则快速向海发展,

占光滩, 对光滩的分割而使光滩破碎化, 光滩面积

茳芏通过捕集泥沙进而促进潮滩发育, 这为茳芏向

减少, 斑块数量增加。同时, 三个景观要素优势度

海迁移又创造新的空间。桐花树种群挤占混生区的

Do 值大致相等, 且自 2005 年到 2019 年优势度都处

茳芏空间后, 随之进一步向海扩张, 从而又和其外

于下降状态(表 2)。这表明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受这

延的茳芏形成新的混生区。

三类景观要素所支配, 红树林与茳芏的发育扩张及

经现场调查确认 5 个江心洲混交层为茳芏向红

对潮滩影响进程相一致, 红树林与茳芏面积的增加导

树林种群侵入的结果, 而七星岛岛尾潮滩的混交层

致光滩面积减少, 光滩优势度下降幅度较大(表 2)。显

则是红树林挤占了茳芏种群空间。故, 红树林与茳芏

然, 红树林与茳芏在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中起主导

的向海扩张减少光滩面积。同时, 红树林与茳芏植物

作用。

群落的沉沙促淤作用, 使潮滩高程升高, 促使向海

2.4

潮滩面积增加, 由此引起光滩面积增加。潮滩高程升

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破碎化程度
南流江河口洲滩各景观类型破碎化指数都接近

1(表 3), 这意味着研究区景观破碎化程度非常强, 各
景观要素斑块面积小, 斑块数量多, 斑块较分散, 红
树林与茳芏在该区域生长发育非常活跃。光滩斑块
的分散为红树林与茳芏提供了生存空间, 红树林与
茳芏在该区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高至红树林与茳芏的宜林潮滩时, 又为二者扩张提
供了立地条件。三者间形成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的
关系。
更进一步, 红树林的斑块数基本不变(表 1)而斑
块密度增大(表 2), 这说明其扩张除向海推进外, 同
时存在其内部空隙的填补, 即红树林面积的增加主
要是由斑块扩大或斑块合并所致(图 3、图 5)。茳芏

表 3 河口洲滩景观要素破碎化指数
Tab. 3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dex of the estuarine
shoal

在早期是以自身斑块数的增大而向海扩张, 引起其
面积增大(图 3a), 在晚期如 2019 年则通过斑块之间
内部空隙的填补而引起引起面积扩大(图 3d, 图 4)。

年度

茳芏

红树林

光滩

FN

即茳芏种群的扩张模式前期主要为侵占新领地而形

2005

0.960

0.986

0.978

0.993

成新的斑块, 斑块零散、随机, 种群整体性不强, 后

2011

0.992

0.988

0.973

0.996

期则以斑块的交错与融合为主(图 3、图 4)。

2015

0.997

0.985

—

0.997

2019

0.996

0.984

0.974

0.997

该区域景观的发展方向为红树林斑块的合并、
向海推进与红树林和茳芏斑块间的相互渗透并存,
景观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3

讨论
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的空间差异及变迁为红树

林、茳芏和光滩三者共同耦合作用所致。在 2005 年,
红树林位于中潮带以上区域, 茳芏则处于中潮带以
下区间, 二者各自有其生长发育的位置, 红树林与
茳芏混生区域仅为 0.71 hm2(图 3a)。随后自 2011 年、

Fig. 5

图 5 无瓣海桑入侵与桐花树扩张模式
Expansion of Sonneratia apetala and the expansion
model of Aegiceras corniculatum

2015 年到 2019 年, 二者混生区域已有相当规模, 其
面积达 15.00 hm2, 是 2005 年的 21 倍(图 3b—3d)。

此外, 径流携带入海泥沙在河口沉积是潮滩发

混生区域反映了二者相互渗透和竞争, 一方面茳芏

育的物质基础。由于江心洲受入海河水冲刷与潮汐

在向海扩张时, 也不断向陆缘桐花树种群空间侵入,

回流的作用, 其江心洲头与两侧受到水流的强动力

老龄桐花树种群在逐渐老化, 被茳芏取代(图 3)。另

作用, 泥沙在该区域内下沉少, 江心洲潮滩向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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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极为有限。从图 3 可以看出, 七星岛尾潮滩快速
发育是南流江河口洲滩成长的主要特征(图 3a—3d)。
由于潮汐水位的动态变化, 潮滩被潮水淹没的范围
亦处于动态变化中, 从而较难从影像解译潮滩向海
淤涨速率。然而, 从红树林与茳芏的扩张范围看, 能
推定潮滩持续向海发育延展, 但潮滩向海推展速率
和红树林及茳芏扩张速率的关系, 限于潮位的变化
而可能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结论
(1) 2005—2019 年南流江河口洲滩景观要素自

陆向海呈现红树林(桐花树、秋茄)、茳芏及光滩分布
格局。河口洲滩景观的 Shannon 多样性指数 H 在 0.25
以下, 景观多样性极低。景观破碎化指数接近 1, 近
似于完全破碎化。景观要素斑块面积小, 斑块数量多,
斑块较分散。该区域景观的发展方向为红树林斑块
的合并、向海推进与红树林和茳芏斑块间的相互渗
透并存。
(2) 红树林、茳芏与光滩景观类型优势度 Do 值
大致相等。红树林与茳芏所占面积逐年增大, 光滩为
红树林与茳芏的扩张提供了立地条件。
(3) 红树林扩张主要通过挤占斑块间的空间和
整体向海迁移完成, 茳芏在光滩上以团状形式零星
向海扩张, 红树林与茳芏在混交地带不断相互侵占。
红树林与茳芏的发育侵占光滩空间, 但其沉沙促淤
作用又加速光滩发育。光滩发育为红树林与茳芏提
供更多宜林潮间带, 促进红树林与茳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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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dscape of shoals in tropical small estuaries is extremely sensitive to impacts of external forces,
which is due to coupling actions among the water and sediments of the tidal flat, geomorphology, and vegetation.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landscape ecology approach, the spatial–temporal processes and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stuarine shoal (ES) in the Nanliu River along the Beibu Gulf were explored. The main results showed that between 2005 and 2019,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scape elements of
the ES in the Nanliu River was mangrove, Cyperus malaccensis, and bare flat, from land to sea.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landscape diversity index value of the ES was low, 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dex value was
high. The values of landscape dominance among mangrove, Cyperus malaccensis, and bare flat were comparable.
Meanwhile, the areas of both mangrove and Cyperus malaccens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ue to their vegetation
expansion, which resulted in reduction in the bare flat area. Moreov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esent ES landscape is
in a developmental stage, featuring competition and increase among the mangrove, Cyperus malaccensis, and bare
flat. The study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for the ES in the small estuary of
the tropical zone and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wetland management of the
tropical estuarine region.
(本文编辑: 赵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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