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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的保持

盛炜彤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作者简介：盛炜彤，江苏海门人，研究员，曾对我国人工林有过较长时间全国性协作攻关研究的经历，并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

“杉木、桉树人工林长期生产力保持机制的研究”等．

摘要：为了保持我国人工林的长期生产力和提高森林质量，达到可持续经营的目的。作者在以往研究工作的基础

上，广泛收集了国内外有关成果与资料，概括论述了我国人工林森林生产力的现状、不能保持生产力的原因与机理

以及长期保持人工林生产力的技术对策。按第八次清查的全国森林资源数据，每公顷蓄积量为８９．７９ｍ３，其中天然
林为１０４．６ｍ３，人工林为５２．７６ｍ３，人工林森林生产力明显低于天然林；我国优势树种人工林每公顷蓄积量也不高，
如杉木为６９．８ｍ３，马尾松为５６．２ｍ３，落叶松为５８．６ｍ３，这些数据比日本２００２年３月公布的人工林相似树种的数
据低很多，如日本针叶树蓄积量为２２７．９７ｍ３· ｈｍ－２，柳杉为２９５．８３ｍ３·ｈｍ－２，落叶松为１８９．８８ｍ３·ｈｍ－２。关于
年生长量，按全国第七次资源清查的中龄林与近熟林的数据做统计：杉木人工林５．２ ４．２ｍ３·ｈｍ－２，马尾松为３２
１．８ｍ３· ｈｍ－２，柏木为３．４ ３．２ｍ３·ｈｍ－２；但按作者掌握的我国重点或示范性、试验性小面积人工林生长量
看，却很高，按我国编制的速生丰产林标准的生长量数据看比较高。我国大面积人工林生产力不高，短周期经营的

杨树、桉树人工林也不高，主要原因是：（１）纯林化与针叶化严重。按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统计，纯林占人工林的
８５％，而且针叶化明显，人工乔木林１０个优势树种中针叶林比例高达５６．９％。人工纯林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低，
生物学上缺乏稳定性。人工纯林特别是针叶纯林，抗性低，抗自然灾害和大气污染能力均差，人工纯林维护地力的

能力也弱。（２）集约育林的技术措施：立地控制技术未得到推广，适地适树适品种原则在育林中未能认真贯彻；密
度、植被、地力控制技术也执行不力，大面积上的人工林仍属于粗放经营；连作引起林地土壤理、化、生物特性恶化，

土壤质量衰退，导致林木生长不良，林分生产力逐代下降；造林作业造成水土流失，如杉木造林，传统的育林技术未

得到明显改进，福建尤溪炼山后进行的３年观测结果表明，炼山和水土流失损失的有机质高达９８９．３５ｋｇ·ｈｍ－２，养
分５８６．２６ｋｇ·ｈｍ－２。桉树在砖红壤进行的机耕整地，水土流失也很严重，不合理的造林作业，最终导致土壤质量与
森林生产力下降。短周期培育人工林带来了２个重要问题，一是对林地肥力要求高，二是如何利用无性系才能保持
长期生产力。短周期经营采用的无性系，生长速度快，生长量大，轮伐期短，养分需求量大，如刚果１２号 Ｗ５无性
系，通常利用地上部分，以５ ７ａ的轮伐期计，消耗的养分达５７１．７５ｋｇ·ｈｍ－２，我国培养短周期人工林的土壤质量
本底原本普遍不高，如果采取连作，土壤有机质养分会明显下降，土壤质量衰退，并对其功能产生危害。我国杨树、

桉树等人工林要达到短周期持续经营，还需要实行多无性系造林。我国人工林长期生产力保持的技术对策，应采取

先进的集约育林措施，包括遗传控制、立地控制、密度控制、植被控制与地力控制。

关键词：人工林；长期生产力；可持续经营；生态系统管理

中图分类号：Ｓ７５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１４９８（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０１１４

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ｔ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ｉｍｓａｔ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ｏ
ａ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ｐｉｃ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Ｃｈｉ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第３１卷

ｎａ，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ｓ
ｅｉｇｈ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Ｊａ
ｐａ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ｌａｒｇｅａｒｅａ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ｌａｒａｎｄ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ｌｏ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ｌｄｂ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ｐ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ｉｆ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２．Ｔｈｅ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３．ｓｈｏｒ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ｄｅ
ｃｌｉｎｅｏｆｓｏｉ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ｅｌｉｔｅｃｌｏｎｅｓ．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ｕａｌｌｙｎｅｅ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ａ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ｔｅｓ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ｈｏｒ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ｐｏｏｒｓｏｉ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ｗｉｌ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ｗａｓａ
ｄｏｐｔｅｄ，ｗｈｉｃｈｗｉｌｌ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ｏｎａｌ
ｐｏｐｌａｒ，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ｌｏｎｅｓｔｏ
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ｎａｒｒｏｗ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ａｎｇｅｏｆｆｅｗ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ｏｉ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国际上很早就报道了１９世纪关于德国、瑞士、
挪威云杉人工林第二代生产力下降问题，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以后，又报道了印度尼西亚第二代柚木林生
长减少的情况，以及澳大利亚南部新西兰的辐射松

（Ｐｉｎｕｓｒａｄｉａｔａ）、南非的展松（Ｐｉｎｕｓｐａｔｕｌａ）及辐射
松也存在第二轮伐期生产力下降问题。同时，国际

上就如何才能维持森林长期生产力和林地肥力展开

了广泛的研究。１９８９年国际能源机构生物能源组，
研究了“森林收获对长期生产力影响”，并于１９９４年
发表了著作《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ｏｎ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Ｓｉ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１９８９年美国开始实施名为
“ＴｈｅＬＴＳＰ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长期立地生产力试验）的大
规模研究项目。１９９０年召开的国际林联第十九届
世界大会上，Ｊ．ＥＶａｎｓ（美国的一位著名的人工林专
家）做了“人工林长期生产力———１９９０年现状报
告”。１９９３年，美国林业学会发表了“森林健康及生
产力长期保持”的特别报告，提出了实施森林生态系

统管理是达到森林健康和生产力长期保持的主要技

术途径。这种管理主要包括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土壤

肥力。１９９５年，世界林业研究中心（ＣＩＦＯＲ）人工林
项目组织实施国际伙伴合作项目“热带人工林长期

生产力研究”，包括８个国家９个树种，其中有２个
树种是杉木与桉树［１］。国内，由于杉木人工林栽培

历史悠久，杉农很早就知道连作会引起地力下降，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开始在湖
南会同进行了研究，此后陆续有一些专家进行小规

模的调查研究，“六·五”（１９８１—１９８５）期间，作者
在研究杉木人工林速生丰产林栽培技术过程中，深

切认识到地力衰退是发展杉木速生丰产林的重要技

术障碍，因此在“七·五”（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杉木人
工林集约栽培技术研究”专题中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提高维护杉木林地土壤肥力）列入攻关。作者在

１９９１年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分会与“杉木人工林集
约栽培技术研究”专题组共同主持召开了《人工林

土壤退化及防治技术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人工

林地力衰退研究》一书。有关人工林长期生产力一

词，是国外一些专家针对人工林存在生物学上稳定

性差和生产力下降现象而提出的，在中国普遍地称

作地力衰退，虽然名词有所不同，但是着重研究和解

决的问题是相同的，就是要提高人工林生物学稳定

性和维护长期生产力。本文主要针对我国人工林容

易引起地力退化和病虫灾害等问题的原因与机理，

在以往试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保持

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的技术对策，为提高我国人工林

地的土壤质量、保持人工林健康稳定和长期生产力

提供科学依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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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人工林生产力现状
按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报告，人工林

面积为６９３３万 ｈｍ２，占有林地面积的３６％。人工
林蓄积为２４．８３亿ｍ３，占森林蓄积的１７％。人工林
中乔木林４７０４万 ｈｍ２，占人工林总面积的 ６８％。
人工林乔木林按优势树种（组）分，面积比重排名前

１０位的为杉木、杨树、桉树、落叶松、马尾松、油松、
柏木、湿地松、刺槐、栎类１０个树种（组），总面积为
３４３９万 ｈｍ２，占人工乔木林面积的７３％，总蓄积量
１８．５２亿ｍ３，占人工乔木林蓄积的７５％。

我国人工林虽然面积很大，居世界第１位，但森
林质量却不高。我国人工林不仅每公顷蓄积量低，

年生长量也很低，按第八次清查的全国森林资源数

据，森林蓄积量为８９．７９ｍ３·ｈｍ－２，其中天然林为
１０４．６２ｍ３·ｈｍ－２，人工林为５２．７６ｍ３·ｈｍ－２，人工
林明显低于天然林。我国人工林优势树种，如杉木

人工林的蓄积只为６９．８ｍ３·ｈｍ－２，落叶松人工林
蓄积为５８．６ｍ３·ｈｍ－２，马尾松蓄积为５６．２ｍ３·
ｈｍ－２。上述３个树种均为我国人工林的主要树种，
很有代表性，尤其是杉木，是我国造林面积最大、栽

培历史悠久的高产树种，但按中国林科院科技信息

研究所编辑的《世界林业动态》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０日
报道，日本２００２年３月公布的人工林资源数据，日
本的针叶树、柳杉、扁柏、落叶松、阔叶树每公顷的蓄

积量分别为 ２２７．９７、２９５．８３、１９１．５１、１８９．８８、
１４２．２９ｍ３·ｈｍ－２，远高于我国的人工林。

关于生长量，作者按全国第七次资源清查中中

龄林与近熟林的数据做了统计［２］，杉木人工林为

５２ ４．２ｍ３·ｈｍ－２，马尾松人工林为 ３．２ １．８
ｍ３·ｈｍ－２，柏木人工林为３．４ ３．２ｍ３·ｈｍ－２，３个
树种年生长量也很低。上述３个树种的年生长量数
据均是按照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得出的，也就是在大

面积上得到的数据，但我国重点或示范性、试验性的

小面积人工林的生长量却是不低的，有的还很高。

从我国制定的速生丰产林标准看，杉木中亚热带年

生长量要求达到１０．５ｍ３·ｈｍ－２以上，南北亚热带
要求达到９．０ｍ３·ｈｍ－２以上，马尾松与杉木接近，
落叶松要求达到７．５ ９．０ｍ３·ｈｍ－２以上。据作者
得到的小面积丰产林资料看，杉木、马尾松、落叶松

３个树种每公顷年生长量均能达到速生丰产林标准
要求，有的远高于标准要求，关于我国大面积发展的

杨树和桉树无性系人工林也存在类似情况。从上面

叙述的情况看，我国人工林小面积的生产力很高而

大面积的却很低，其中原因，很值得认真研究。

２　我国人工林长期生产力不能保持的
原因与机理

２．１　人工林多纯林，尤多针叶纯林
按全国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中对森林资源质量

评价数据看，纯林面积占人工林总面积的８５％，而
混交林仅占１５％，人工林中纯林比例高于天然林３４
个百分点。我国人工林针叶化明显，如人工乔木林

１０个优势树种中，针叶林的比例高达５６．９％。作者
对亚热带７个省做了统计，人工阔叶林的比例从１．
７％到２３．９％，平均起来大体为１２％，作为我国亚热
带以常绿阔叶林为主的林区阔叶人工林的比例太低

了。关于纯林，由于森林结构单一，生物多样性低，

针叶纯林的枯落物易积累不易分解、维护地力的能

力差，因此，更缺乏稳定性。由几位著名的人工林专

家写的《欧洲人工林培育》一书，在人工林长期生产

力一节的结论中写道，关于与单作相联系的生物学

上稳定性和潜在问题，仍然有许多需要研究，在一定

的状况下，存在因土壤退化和病虫害而损失生产

力［３］。针叶化与纯林化是我国人工林质量不高的重

要原因。

２．１．１　人工纯林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低
２．１．１．１　人工纯林结构简单　森林结构通常包括
群落结构，如乔灌草组成不同层次的结构；林分结构

主要指乔木层的树种组成、不同林冠层和直径与年

龄结构等。通常说的复层异龄林，是由不同树种，不

同年龄组成多林冠层结构的森林。天然林无论群落

结构还是林分结构都是十分复杂的，主要是组成的

植物区系成分多、树种组成多，最突出的是森林生物

多样性高，这种复杂结构的天然林在水热条件优越

的地方更为明显，如我国南方亚热带林区常绿阔叶

林即是如此；但人工林多为纯林，由１个树种组成，
有的纯林群落结构也不明显；而且，天然林还由于长

期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演化而形成结构复杂的森

林，对当地环境和林内生物间有很强的协调性和适

应能力，因此在生物学上是稳定的，而人工纯林是短

期内形成的结构简单的森林，其生物学稳定性远不

如天然林，是不稳定的。

２．１．１．２　人工纯林生物多样性低　生物多样性是
森林稳定性的基础，生物多样性高的森林在生物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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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稳定的。人工林尤其是纯林，生物多样性很低，

因而在生物学上是不稳定的。纯林由单一树种组

成，现代人工林也还有单一无性系的纯林，不仅物种

少，而且基因也很单一。纯林尤其由单一无性系组

成的纯林对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低，对生物性灾害

的抗性低。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基因多

样性是生物群落的保卫机制，天然林稳定是因为其

生物多样性高。如贵州梵净山天然林区的栲树林，

２９个调查样地有植物种３７７种，参与构成乔木层的
树木有１５２种，林下植物１９５种［４］，但天然林采伐后

营建的杉木林是纯林，林下植被的植物种不到１００
种。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植物多样性是其他生物多样

性的基础，其他生物（如动物、微生物）多样性是随

植物多样性而改变的，因此杉木人工林的生物多样

性远低于它的前身栲树林或其他常绿阔叶林。陈楚

莹等对人工林混交林与纯林的生物多样性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２５年生杉木木荷混交林，３０年生马尾松
栲树混交林，３０年生杉木阔叶混交林与纯林相比，
除乔木层树种丰富度远高于纯林外，林下植被植物

种也高于纯林，此外，混交林动物多样性、土壤的动

物多样性和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也均高于纯林。人工

混交林能够在生物学上提高人工林的稳定性［５］。

２．１．２　人工纯林抗性差
２．１．２．１　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　这里举一个德国
的例子：德国在历史上为提高森林生产力，将原有的

很大范围的天然混交林皆伐后改为同龄林（主要为

云杉林），单层针叶林占主导地位，纯林对风暴雪折

等抗性低，１９５１—１９８８年期间，德国巴伐利亚州森
林利用量中２５％为被动利用的灾害性采伐，１９８２—
１９８９年因灾害强制性的采伐更高。１９９０年风暴对
云杉威胁最大，占风倒的８０％，与栎类相比，云杉遭
灾高７倍［６］。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我国南方发生了历史
罕见的重大冰雪灾害，这次灾害，人工林受损严重，

尤其是纯林。据湖北省的调查［７］，潜山县杉木纯林

受灾率，平均受害等级和受害指数比混交林高

７０％、１３１．２％和８５．０％，纯林中的杉木也比混交林
中的杉木分别高９７．８％、１６４．９％和５８．９％；柳杉纯
林与混交林相比也有类似情况。

２．１．２．２　抗大气污染的能力也弱　人工纯林特别
是针叶纯林对大气污染更为敏感。如欧洲很早就出

现了ＳＯ２排放对森林的危害，受害严重的是针叶树，
如挪威云杉（Ｐｉｃｅａａｂｉｅｓ），欧洲赤松（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ｙｅｓｔｒｉｓ）
和欧洲冷杉（Ａｂｉｅｓａｌｂａ）。在中国，酸雨研究始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叶，以后有不少酸雨危害森林的报
道，针叶林受害严重，如重庆南山１５００ｈｍ２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林，酸雨危害死亡率达４６％；四
川峨眉冷杉（Ａｂｉｅｓｆａｂｒｉ）森林死亡率达４０％；此外，
柳州市郊、广州市郊、杭州市郊和天目山等地酸雨对

马尾松林、杉木林危害也严重［８－９］。关于人工林的

抗性，国内外提供的大量资料显示：人工纯林尤其是

针叶纯林抗性低，群落或林分结构好的人工林，如混

交林抗性较强，而群落或林分结构差的抗性低。产

生上述原因的机理在于不同树种的抗性是不同的，

如冯宗炜［８］认为树木对酸雨的敏感性和生态效应因

树种而不同。他做了酸雨和ＳＯ２复合污染危害的试
验，亚热带１０８个树种属于敏感的有２７种，中等敏
感的５５种，抗性树种 ２６种，其中敏感的有水杉
（Ｍｅｔａｓｑｕｏｉａ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和
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等。不同树种应对自然灾
害的能力也不同，一些浅根系的树种，如云杉、毛竹、

杉木，很容易受风灾和冰雪灾害，易于翻蔸倒状；相

反一些落叶阔叶树在风雪冰灾中受害轻，如枫香、南

酸枣、马褂木、银杏、锥栗，一些栲类受害也轻，因此

不同树种混交，尤其多树种混交，可以减轻受害程

度。一些复层异龄的森林，如果上层树种是抗灾害

能力强的，可以保护整个森林少受灾害。

２．１．３　人工林纯林维护地力能力低　人工林尤其
是纯林，生物学上的不稳定性也明显地表现在维护

地力的能力上，主要是维护地力能力弱，因此容易引

起地力退化。人工纯林枯落物组成也是单一的，因

为枯落物的组成，决定着分解枯落物的土壤动物、微

生物的类群与数量。国内外许多研究证明，多种植

物的落叶混合分解时，起分解作用的土壤动物、微生

物种类与数量均丰富，能提高分解速率。此外，凋落

物Ｎ含量与 Ｃ／Ｎ比值与分解速率有密切关系。针
叶含Ｎ低，Ｃ／Ｎ比值高，分解速度慢，如杉木Ｃ／Ｎ比
值为７７．７，而桤木叶与刺楸叶 Ｃ／Ｎ比值均比杉木
低，分别为３２．７和４２．７，分解速率比杉木快，杉木、
桤木和刺楸分解９５％所需时间分别为６．１、３．１、３．４
ａ［５］。因此纯林的凋落物，尤其是针叶纯林凋落物分
解慢，凋落物易在林地积累。如一个２２年生落叶松
人工林，年凋落量为３．０３ ４．３１ｔ·ｈｍ－２，凋落物
积累量可达２１．１０ ２８．０１ｔ·ｈｍ－２，凋落物中的养
分储量达８９２．０５４ｋｇ·ｈｍ－２。这是针叶纯林维护地
力能力弱的重要原因。还有在热带和亚热带，由于

高温和降水的风化与淋溶，土壤养分不足，只顶层几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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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厚的土壤肥沃，但是能够支撑高的生物量，是因

为枯落物不断快速的分解和养分释放，因此枯落物

的快速分解和养分归还是保持林分生产力极为重要

的因素，如何提高纯林的养分循环能力，是纯林特别

是针叶纯林育林中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２．２　集约育林的技术措施未得到落实
我国林业科学发展较为滞后，一些先进的育林

技术还没有完全得到推广，在发展人工林中一些传

统的育林技术还在应用，林业经营强度不够高，突出

表现在：①在育林中立地控制技术尚没有得到有力
推广，常常做不到适地适品种；②造林作业中普遍引
起水土流失，影响地力维护；③连作引起地力退化。
２．２．１　人工林培育中立地控制技术未得到认真
贯彻

立地条件选择在人工林营建上是基础性的，也

是关键性的。我国人工造林很重视适地适树适品

种，也因此进行了立地分类与立地评价，取得了不少

成果，但实际上并未在应用和推广上下功夫。根据

立地评价的研究结果，我国人工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和年生长量，仅有一些小面积示范林、试验林等较

高，不低于世界水平，但在大面积上（主要按国家森

林资源统计的数字）却是很低的。每公顷蓄积量产

生大面积低的原因是人工林集约经营措施在大面积

上因各种因素难于做到，其中特别是立地控制，尤其

在山区，地形、岩性、土壤、植被等立地因素的异质性

高，立地控制存在难度。如在南方山区不少地方按

自然地形或坡面划分小班（细班）。一个小班常常

大到几公顷（如４．７ ５．３ｈｍ２），最大的可达数十公
顷。作者在南方随机找了几个林场，按林场小班调

查资料做了统计，林场原低山丘陵地貌面积共

９７０６．７ｈｍ２，共１８５１个细班，平均细班面积为５．２４
ｈｍ２，有林地最大细班面积２４．１ｈｍ２，大于６．６ｈｍ２

的细班面积共４３５个。南方低山丘陵地形较破碎，
小班面积过大，小班内土壤异质性高。根据在南方

这样的山区进行的立地类型及评价调研，上述小班

面积常常涉及一个坡面，从山麓到山脊按杉木进行

立地评价，大体包含着４个或５个地位指级，即１８、
１６、１４、１２、１０，显然按这样的小班划分和进行管理属
粗放经营，人工林生产力不会高，但此种小班的划分

却在南方林区是普遍的。对人工林培育目标的控

制，如培育大径材，也发现在一个较大的坡面或小班

的杉木或马尾松林分，均纳入大径材培育，不进行立

地控制；然而按作者的研究，杉木、马尾松大径材要

求在１８或１８地位指数以上立地进行培育才易成
功，培育周期才能缩短，经济效益才高。这种由于立

地控制的不适当而造成的粗放经营，是我国人工林

长期生产力保持中的突出问题。

２．２．２　连作引起地力退化与生产力下降
２．２．２．１　引起地力退化与生产力下降的证据　人
工林连作因几代人工林连续采取相似的不利于地力

维护的育林措施，从而引起连作人工林地力退化和

生产力下降，这在我国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研

究得比较深的有杉木人工林、桉树人工林、落叶松人

工林。有研究和报道的还有柳杉人工林、刺槐人工

林和杨树人工林等。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连作能导

致人工林生长量下降 ［１０］。目前杉木人工林已观测

到第３代，从相似立地和密度林分的蓄积量指标看，
连作杉木人工林第二代生产力比第１代下降了１５％
３０％，第３代比第１代下降了３０％ ５０％，在立地

条件差的地方，下降得更为明显，下降幅度更大，如

有的地方第３代比第１代下降５０％以上。此外，连
作对杉木人工林的生物生产力、碳分配及林分净生

产力的影响随着栽植代数而改变，不同地位指数及

不同发育阶段杉木林分生物量均呈现逐代下降趋

势。如１６地位指数林分与１代林相比，２代幼龄林、
中龄林和成熟林林分分别下降５．８７％、１１．６８％和
１．４５％，３代幼龄林、中龄林和成熟林林分分别下降
４９．２２％、６０．５３％和１７．４４％；净生长量，也反映出类
似规律。连作对不同器官生物量的分配比例上也有

一定影响，即１代林比２代林树干所占比例大，但２
代林树根所占比例大于１代林，而且根的比重随着
代数增加而提高。桉树人工林已观测到第４代，以
刚果１２号桉 Ｗ５无性系为例，以群体生物量为指
标，第２代比第１代下降了１９．６％，第３代比第１代
下降了２６．２％，第４代比第１带下降了４４．６％。落
叶松人工林只有第１代与第２代的生长比例报道，
第２代蓄积量下降了４０％。
２．２．２．２　连作引起地力下降的原因与机理

（１）以杉木人工林为例
人工林连作引起生长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２

个［１０］，一个是一些人工林如杉木人工林受传统育林

制度的影响，在造林育林过程中采取炼山、火烧清

林、全垦，全面幼林抚育以及皆伐作业，造成大量有

机质的损失和水土流失，作者的测定结果表明，在板

页岩发育的红黄壤上，在一个轮伐期中损耗养分

２３７１．９６ｋｇ·ｈｍ－２损失有机质３４．０６ｔ·ｈｍ－２，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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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代，而又不改变传统的育林制度，养分与有机
质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在杉木人工林经营中，很少用

施肥来补充养分。另一个是针叶人工林枯落物组成

以针叶为主，分解速率慢（杉木年分解速率在２５％
４５％之间，马尾松为４２％），养分释放慢，易在林

内积累（见本文２．１．３节）。从土壤养分看，连作代
土壤养分是随连作代的增加而下降。南方土壤（黄

红壤）Ｐ元素是林木生长的限制因素。按福建南平
不同杉木连作代土壤中有效磷测定（０ ２０，２０
４０ｃｍ土层），１４地位指数，幼龄林２、３代分别下降
２０４％、２２．４％；中龄林 ２、３代分别下降 ２５．６％、
３２２％；成熟林２、３代分别下降３２．３％、３９．４％；１６
地位指数幼龄林，２、３代分别下降７３．０％、４１．７％，
成熟林２、３代分别下降２７．４％、１６．６％。这些资料
说明，在１４ １６地位指数的立地条件连作，杉木
幼、中、成熟林 Ｐ元素均是下降的，而且下降的幅度
较大，从１６．６％到７３．０％，多数在２２％ ４０％之间。
除Ｐ元素外，有机质和水解 Ｎ等也是下降的，只是
没有Ｐ元素明显。土壤物理性质也有较大的改变，
如根据作者对江西分宜亚林中心１５个样地的分析，
在１２、１４、１６地位指数立地上连作，２代杉木林地的
土壤密度增加而毛管持水量下降，如１２地位指数土
壤密度从１．１３ｇ·ｃｍ－３增至１．４０ｇ·ｃｍ－３，１４地位
指数的土壤密度从 １．０６ｇ·ｃｍ－３增至 １．３２ｇ·
ｃｍ－３，１６地位指数土壤密度从 １．１８ｇ·ｃｍ－３增至
１．２２ｇ·ｃｍ－３。土壤密度增加是与土壤有机质含量
下降和结构恶化有关，杉木是喜欢土壤疏松而通风

透气的树种，土壤密度增加，有碍杉木的生长。

此外，连作还影响到林地土壤的生物特性的改

变。随着杉木人工林栽植代数的增加，林地微生物

数量趋于下降。如１４地位指数的杉木成熟林，２代
林土壤的细菌、放线菌、真菌数量分别比１代林下降
６３．８０％、６３．０１％和７０．２３％，１６地位指数杉木成熟
林土壤微生物总数、细菌总数２代林较１代林分别
下降了７６．９３％和２１．２８％。连作后，土壤酶活性也
下降了，包括脲酶、转化酶、Ｈ２Ｏ２酶、磷酸酶和多酚
氧化酶。如与土壤 Ｎ素循环和有效 Ｎ转化有关的
脲酶活性，１２、１４、１６地位指数的２代林比１代林分
别下降了６８．５０％、６２．５０％和７３．６２％，又如影响 Ｐ
素代谢的磷酸酶活性，１２、１４、１６地位指数的２代林
比１代林分别下降了７０．３７％、３６．１７％和５９．６３％。

（２）以桉树人工林为例
属于短周期经营的桉树无性系人工林也存在连

作生产力下降问题，在广西雷州林业局进行连作４
代的桉树林分调查，连作４代的４、５年生刚果１２号
按Ｗ５无性人工林，密度均为３０００株·ｈｍ－２，其不
同连作代生长指标［１］见表１。

表１　刚果１２号桉Ｗ５无性系不同连作代４、５年
生林分生长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４／５ｙｅａｒ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Ｗ５ｃｌｏｎｅｓ

ｏｆ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ＡＢＬ．１２

连作

代
地点

调查时密度／
（株·ｈｍ－２）

平均高

／ｍ
平均胸径

／ｃｍ
蓄积／

（ｍ３·ｈｍ－２）
１ 山口队 ３２０１ １５．２１ ９．８ １６０．００
２ 山口队 ３１７９ １４．１ ９．０ １２６．５９
３ 田头队 ２９１９ １４．０ ８．２ ９８．１１
４ 田头队 ３１９５ １２．２ ７．３ ７５．８８

从表１看出：连作代刚果１２号桉 Ｗ５无性人工
林平均高、平均胸径和蓄积量也随连作代数的增加

而下降，下降的幅度也随代数的增加而增加。平均

树高２、３、４代比 １代分别下降了 ７．３％、７．９％和
１９．８％；平均胸径比１代分别下降了８．２％、１６．３％
和２５．５％；蓄积比１代分别下降了２０．９％、３８．７％
和５２．６％。而且调查发现，上述３个因子下降是与
树冠特征因子的下降紧密相关的。连作使冠幅、冠

长、冠率、树冠体积、树冠体积指数、冠长／树高比例
和平均单株叶量、叶面积、叶面积指数和叶面积密

度，也明显地下降了；而且粗根与细根量也随连作代

数增加而下降。总之连作使林分整体退化了。

桉树无性系林木生长与林分整体退化是与林地

土壤质量随连作代数的增加而降低有关，如土层０
２０、２０ ４０及０ １２０ｃｍ的土壤物理性质和化学
性质的均值均随连作代的增加而改变。如土壤密度

在种植前（次生林）到１ ４代土层０ １２０ｃｍ的均
值，从１．３４ｇ·ｃｍ－３增至４代的１．６０ｇ·ｃｍ－３；有机
质从９．７２ｇ·ｋｇ－１降至６．１ｇ·ｋｇ－１，有效 Ｐ从２．８
ｍｇ·ｋｇ－１降至１．４ｍｇ·ｋｇ－１。即连作导致土壤物理
与化学性质恶化，土壤质量退化了。

２．２．３　造林作业造成水土流失　我国传统的造林
作业，如杉木在造林前先要进行砍山（砍去造林地上

的灌杂木等），炼山（火烧清理造林地）而后进行整

地（带状或穴状）。炼山时烧去造林地上的所有有

机物，损失大量有机质和养分，在山坡上炼山后的整

地，常常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根据福建尤溪炼山

后３年观测（粉砂岩发育的黄红壤，穴垦）数据共损
失有机质９８９．３５ｋｇ·ｈｍ－２，养分５８６．２６ｋｇ·ｈｍ－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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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的有效养分在一年后也多流失。

由于桉树造林是在浅海沉积物发育的砖红壤上

进行机耕整地，水土流失也很严重。年径流量达

４９５５ｍ３·ｈｍ－２，随径流流失的速效养分相当于尿
素２８３．４ｋｇ· ｈｍ－２·ａ－１，过磷酸钙８．９ｋｇ· ｈｍ－２

·ａ－１，氯化钾４０６．４ｋｇ· ｈｍ－２·ａ－１所含养分；随
径流流失的表土达１６．８ｔ·ｈｍ－２·ａ－１，随表土流失
的有机质、全 Ｎ、Ｐ、Ｋ养分，相当于滤泥 ７８９ｋｇ·
ｈｍ－２·ａ－１，尿素 １９．３ｋｇ· ｈｍ－２·ａ－１，过磷酸钙
３５．４ｋｇ· ｈｍ－２·ａ－１，氯化钾 ４８．７ｋｇ· ｈｍ－２·
ａ－１。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是造成杉木、桉树人工林
土壤贫瘠化和肥力下降的最主要、最直接的

原因［１０］。

由于我国人工造林多在山区，通常坡度较陡，不

少造林地超过２５°，甚至３０° ４０°以上，加上一些人
工幼林，如杉木、马尾松幼林，常采用全面抚育或扩

穴抚育，忽视有水土保持价值的地面植物的保留，故

易引起水土流失。以杉木幼林抚育为例，在福建尤

溪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上，块抚和扩穴连带的５年平
均年土壤流失量分别达１８．５１７ｔ·ｈｍ－２和１９．７３９ｔ
·ｈｍ－２，有机质平均每年损失３３８．８７９ｋｇ·ｈｍ－２和
３６５．８４９ｋｇ·ｈｍ－２，养分平均每年损失２７７．２１５ｋｇ
·ｈｍ－２和２９７．６９９ｋｇ·ｈｍ－２，分别是不抚育的２３、
２７倍。这个损失数值已远大于炼山及整地对土壤
肥力的影响［１０］。

总之，传统育林中的造林作业导致的水土流失，

对人工林的地力维护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尤其在

山坡较陡，土壤抗蚀能力差，又忽视造林作业保留地

被植物的情况下更为严重。

２．３　人工林短周期经营
短周期人工林，也可以称之为集约经营的工业

人工林，国外也有称作树作（ＴｒｅｅＣｒｏｐｓ）的，也就是
将树木像农作物一样的栽培，通常采用速生树种及

其无性系种植，生长速度快，生长量高，培养周期短，

在中国如桉树人工林，采伐年龄５ ７ａ，杨树人工
林采伐年龄约１０ａ，集约培育主要是培育工业用材。
此类人工林常常还实行全树利用，因此在培育中消

耗地力大，这需要大量土壤养分的持续维持。其次，

此类人工林多采用无性系培育，无性系对环境的适

应性相对较窄，有的对立地要求有专一性，严格选择

好立地条件才能高产。因此人工林短周期经营会带

来２个关键问题，一是对林地肥力要求较高，二是如
何利用好无性系才能保持长期生产力。

２．３．１　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短周期培育的无性系
人工林生长速度快，生长量大，年生长量可达２０
２２ｍ３·ｈｍ－２，甚至更高，但培育周期短，而且常常实
行全树利用，因此培育短周期无性系人工林，林地消

耗养分量大，而我国发展无性系人工林的土地多属

撩荒地，弃耕地和经长期破坏后退化的山地森林土

壤，属肥沃土壤的土地不多。因此在上述２种情况
下，培育无性系短周期人工林潜在问题不少。如上

一节讲到的４、５年生的刚果１２号桉 Ｗ５无性系通
常主要利用地上部分，消耗养分５７１．７５ｋｇ·ｈｍ－２，
其中，Ｎ、Ｐ、Ｋ、Ｍｇ分别为 １７７．２８、１５．７１、１２５．９、
６８．９９ｋｇ·ｈｍ－２。如果连根也加以利用，林地养分
多损失１０．９％；而且如桉树枯落物常常作薪柴利
用，则还要多损失养分２１８．２６ｋｇ·ｈｍ－２。如果多代
连作，４代加起来养分的损耗是巨大的，仅地上部分
高达１６５６．９２ｋｇ·ｈｍ－２。Ｂｏｙｌｅ估算过，在全树利
用的基础上，经营白杨林分，将３０年１次轮伐期改
为每１０年 １次的３个轮伐期，则增加的 Ｎ、Ｐ、Ｋ和
Ｃａ养分运出量分别为３４５％、２３９％、２３４％和１７３％。

森林的集约经营与森林利用最关键的，就如何

才能维持人工林生产力和林地肥力提出的重要问题

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关注，经营强度和养分之间有密

切关系。如桉树４代连作经营，土壤养分储量明显
下降。前茬的次生林 Ｎ、Ｐ、Ｋ、Ｃａ、Ｍｇ，０ ６０ｃｍ土
层的总含量为４３８３．４ｋｇ·ｈｍ－２，经过４代连作，土
壤养分储量降为３０７５．８ｋｇ·ｈｍ－２。有机质明显下
降，前茬次生林为１０．３９ｔ·ｈｍ－２，到了第３代桉树
林分只有４．８９ｔ·ｈｍ－２。尤其是土壤中有机质储量
下降，会给土壤质量带来严重影响，对土壤化学、物

理、生物性质与其功能均有危害。

２．３．２　无性系利用与生产力　我国短周期工业人
工林经营的主要为２个树种（树种组），一是桉树人
工林，二是杨树人工林。桉树栽培多在南亚热带及

其以南地区，杨树多在中亚热带至温带地区，二者均

速生、高产，当前均为用优良无性系种植的人工林。

按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统计资料［２］，人工乔木林主

要优势树种（组）面积：杨树 ７５７．２３万 ｈｍ２，桉树
２５４．１４万ｈｍ２。从生产力看，桉树：巨桉、尾赤桉、尾
巨桉无性系，５ ７年生长量可达３０．０ ４５．０ｍ３·
ｈｍ－２·ａ－１，杨树：美洲黑杨、欧美杨无性系，１０年生
生长量可达２０ ３０ｍ３·ｈｍ－２·ａ－１；但从森林资源
调查数据看（即大面积上的），桉树、杨树均达不到

上述的生长量。如按全国杨树中龄林（１１ １５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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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与蓄积统计，蓄积为６７．６ｍ３·ｈｍ－２，生长量为
５．４ｍ３·ｈｍ－２·ａ－１；按省计，江苏省蓄积为７４．０ｍ３

·ｈｍ－２，生长量为９．９ｍ３·ｈｍ－２·ａ－１；山东省蓄积
为７６．３６ｍ３·ｈｍ－２，生长量为６．３ｍ３·ｈｍ－２·ａ－１；
黑龙江省蓄积为１１５．５ｍ３·ｈｍ－２，生长量为９２ｍ３

·ｈｍ－２·ａ－１。江苏、山东、黑龙江三省是杨树产量
高的省，但３个省杨树年生长量仍然很低。如按速
生丰产林标准［１１］，江苏、山东两省杨树生长量应达

到１８ｍ３·ｈｍ－２·ａ－１，黑龙江省应达到 １２ｍ３·
ｈｍ－２·ａ－１。小面积上杨树无性系年生长量，如长江
下游平原的美洲黑杨 Ｉ６９等１０年生可达２２ ３５
ｍ３·ｈｍ－２，黄淮流域平原欧美杨１０７、１０８可达２０
３０ｍ３·ｈｍ－２，东北地区的小黑杨无性系１５年生长
量可达１０ １５ｍ３·ｈｍ－２。又如桉树无性系小面积
丰产林比较高，在南亚热带与北热带的巨桉、尾巨桉

无性系，生长量可达３０．０ ４５．０ｍ３·ｈｍ－２·ａ－１，
但大面积上却很低，广东省桉树无性系以中龄林统

计，蓄积量３７．５ｍ３·ｈｍ－２，生长量为５．０ｍ３·ｈｍ－２

·ａ－１；广西蓄积量为３３．２ｍ３·ｈｍ－２，生长量为４．４
ｍ３·ｈｍ－２·ａ－１；海南省蓄积量为３０．１３ｍ３·ｈｍ－２，
生长量为４．０ｍ３·ｈｍ－２·ａ－１。总之短周期经营的
大面积杨树与桉树人工林生长较差，反映了在大面

积上栽培存在突出的问题。

首先定向培育技术措施在大面积上难于推广，

虽然杨树等速生丰产林标准中有明确规定，如关于

立地条件选择中对地势土壤要求是恰当的，但是不

论是杨树栽培的一些平原地区和桉树栽培的一些丘

陵台地，土壤异质性高，由于缺乏立地分类与评价技

术，在造林时不同无性系的适生地块难于落实，但不

同无性系对立地条件的要求不同，而且定向培育措

施，如施肥、整地、造林密度等技术和定向培育目标，

均要由立地条件来确定，因此，在丰产林培育中没有

做到适地适树，即使采取的其他培育措施是科学的，

也难于提高生长量。

其次当前我国在短周期人工林培育中，采用的

优良无性系的数量不足，这也是无性系人工林稳定

性差和生产力不高的主要原因。一些优良无性系虽

然生产力高，但适应性窄，抗性不强，只有多无性系

造林才能提高无性系人工林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

并保持长期生产力。按照国外对优良无性系的栽培

经验，应在一块较大的造林地上，需要采用多无性系

相嵌配置造林，巴西是种植桉树无性系的先进国家，

一些公司推荐：在确定的面积上相嵌１０ ２０个无

性系（品种），每个无性系不大于４０ｈｍ－２［１２］；但如
根据杨树速生丰产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规程，杨树

有１３个栽培区，除松辽平原、海河平原及渤海沿岸
和黄淮平原３个栽培区有较多无性系，其他栽培区
只有少数几个无性系［１１］。桉树除了一些大公司掌

握较多无性系，大多数社会造林的无性系主要有２
个，即尾巨桉２个无性系：ＤＨ３２９和ＧＬ９。从中亚热
带南部到北热带这样广阔的，水热、地形、土壤条件

十分复杂的区域主要种植２个优良无性系，显然是
难于做到适地适品种的，所以，桉树栽培区一部分栽

培好的桉树人工林生产力高，但从森林资源调查的

数据看，普遍不高。据专家反映，桉树无性系人工林

仍然存在油桐尺蠖及青枯病严重为害，每年生长量

损失较大。

３　我国人工林长期生产力保持的技术
对策

　　在“七·五”和“八·五”期间，国家开始对人工
林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立项研究，组织科技攻关，分

别设立了“人工林集约培养技术研究”和“短周期工

业用材林定向栽培技术研究”２个项目，作者是这２
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共设置了分别不同树种的９
个专题，同时作者也承担了杉木方面的２个专题的
研究。通过１０年的全国性协作攻关研究，较好的解
决了我国人工林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科技问题，改

变了在人工林科技上的落后状态，提出了人工林科

学而有效的育林技术体系，即５个控制和１个优化
栽培模式。这５个控制是遗传控制、立地控制、密度
控制、植被控制和地力控制。所谓优化栽培模式，就

是各项育林技术措施优化组合，并编制经营模型，进

行产出和经济上的优化选择。这 ５个控制 １个优
化，在速生丰产林营建中进行了推广应用，证明是行

之有效的。除“七·五”“八·五”攻关项目外，作者

还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即“杉木、桉

树”人工林长期生产力保持技术对策项目。涉及人

工林长期生产力保持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采取的

技术措施也应是综合的，从作者及其团队长期研究

与实践看，只要做到上面提到的５个方面的控制，就
能保持人工林的长期生产力。

３．１　遗传控制
所谓遗传控制，就是营建人工林时要选择适合

造林地和培育目标要求的，生长量大，抗性与适应能

８



第１期 盛炜彤：关于我国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的保持

力强，经济性状好的种植材料，包括树种、种源、家系

和无性系，这是保持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的关键，使人

工林由有优良遗传成分的林木组成，保持人工林优

质健康、稳定高效，从而获得高的培育效果。

我国建国后一直重视人工林的发展，为达到速

生、丰产、优质、高效的目标，很重视树木的遗传改

良，我国一些主要造林树种均已进行了遗传改良，从

种源选择到家系、无性系选育，已经为人工林中优良

种植材料的选择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杉木、马尾

松、落叶松主要人工林树种均可以采用优良种源、家

系造林，而杨树与桉树等短轮伐期树种人工林均可

用优良无性系造林。在立地选择及其管理措施适宜

的情况下，采用良种的林分稳定、生长量高，杉木、马

尾松人工林的生长量可达９ １０ｍ３·ｈｍ－２·ａ－１，
杨树人工林可达２０ｍ３·ｈｍ－２·ａ－１，桉树人工林可
达２０ ２５ｍ３·ｈｍ－２·ａ－１。据欧美杨无性系在华
北平原大面积推广看［１３］，１０７与１０８意杨无性系的
生长量可达２２．５ ３７．５ｍ３·ｈｍ－２·ａ－１。实际上
这些良种在一些丰产示范林的生长量均有更高的记

录。从与过去还没有采用良种前人工林生长量比较

看，年生长量普遍要高出１ ２倍以上。
３．２　立地控制

立地控制是使人工林稳定生长并达到预期培育

目标的前提。树木和其他生物体一样，对生存环境

有一定的适应性和一定的要求，栽种的树木如果选

择的环境能满足其要求，做到适地适树（品种），建

立起来的森林才能稳定，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

和环境效益。立地条件是由气候、地形（间接的，是

影响气候、土壤和生物的综合体）、土壤决定的，立地

条件的差别在林业上通常是采用立地分类，建立分

类系统来解决的。立地控制具体地说就是控制树木

（品系）所适宜生长的立地条件。人工造林立地控

制好了，长期生产力的保持就有了更大的把握。人

工林的立地条件，应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立地类

型）３个方面去控制。
图１为杉木产区立地类型分类系统，以此例子

来说明人工林的立地控制［１４］。１个树种的栽培区划
分属于宏观立地控制，也就是控制大气候条件，使造

林树种在最适合的气候区域栽培。如杉木栽培区

（产区）划分为３个带和５个区，下边还设了３个亚
区：杉木产区分中带（中亚热带）、南带（南亚热带）

和北带（北亚热带）。中带是杉木中心产区，其他两

带是边缘产区。中带水热条件最优越，最适合杉木

生长，生产力最高。杉木的速生丰产林基地主要应

部署在中心产区。

图１　杉木产区立地类型分类系统

Ｆｉｇ．１　Ｓｉｔｅｔｙｐ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

　　立地的中观控制，主要控制立地类型区，它是由
中地貌（中气候）的差别作为依据来划分的，在中地

貌中低山立地类区水热条件最适合杉木生长，其他

类型区杉木生产力相应较低，杉木造林基地（造林

地）主要应设置在低山立地类型区。在这个区域中

还应考虑岩性的差别（即亚区），如板页岩和花岗岩

上发育的土壤也均适合于杉木生长的岩性条件。

立地的微观控制，主要控制坡位和坡向（类型

组）以及土壤条件（主要为土层厚度和腐殖质层厚

度，为立地类型）。在坡位中以山坡和山洼营造的杉

木林生产力高，在土壤条件中以中、厚土层及中、厚

腐殖质层的高，这些部位都是造林地主要选择的立

地类型组和立地类型。

总之，通过从大气候、中地貌（中气候）到坡位、

坡向与土层以及腐殖质层厚度、分层的多因子选择

控制立地条件，使人工林的造林基地和造林地分层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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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落实到最适宜的地方，以保证为人工林长期生产

力的保持打好基础。

为了使立地控制最终落实到预估人工林的生产

力（蓄积量），对杉木、马尾松、意杨、刺槐、落叶松等

还编制了按立地类型区的立地质量评价表，评价指

标（立地指数与蓄积量）分林龄（２０、２５、３０ａ）落实到
立地类型。其中杉木、马尾松的立地质量评价表能

达到使用的程度［１５］。

有关立地控制，因内容太多，只能概括地写，要

深入了解请参阅文献［１５］。
３．３　密度控制

密度控制，实际是对林分进行生理生态和遗传

控制。通过密度控制，调整林分的密度，改变林冠的

郁闭度与林分的光辐射状况和光状况，以满足适宜

保留林木生长的光照条件；同时改善林下光状况，促

进林下植被的发育，有利于人工林群落结构的形成，

增加人工林的生物多样性；还能改变林木的遗传成

分，使林分有生产力更高、材质更好的林木组成；并

拓展保留林木的发展空间，获得更多的营养面积。

总之，通过密度控制，使林分在整个生长发育进程中

在生理、生态和遗传上保持良好的状态。密度控制

是伴随着林分培育全过程的，由此可见，林分密度控

制对保持人工林的稳定性和长期生产力有极端的重

要性。

３．３．１　林分密度、郁闭度与光状况和林分生长　林
分的光状况对林木的光合生产率有重要影响，而林

分的光状况是受林分密度控制的。据研究测定，６
年生的３种不同密度的 Ｉ６９杨，低密度（５５５株·
ｈｍ－２）、中密度（８００株· ｈｍ－２）、高密度（１６６５株
·ｈｍ－２）林单株光合生产率分别为７６．７６、７８．１６和
２３．６６ｇ·株 －１·ｈ－１。高密度林分光合生产率受到
严重抑制，只有低密度林分的３０．８２％，更低于中密
度林分。到７年生时，中密度林分单位面积光合生
产率（ｇ·ｍ－２·ｈ－１）也开始下降，说明这时已超过
最适密度状态［１６］。因此林分需要进行密度调整，才

能获得充分利用光能的效果。

在生产中，林分的光照状况，常常用树冠相连接

时的郁闭度来判断，并参照林木的自然整枝状况，通

常认为林冠郁闭度在０．６ ０．７对林木生长是适宜
的，耐荫树种和喜光树种间有些差别。间伐能调整

林分密度和郁闭度，改善保留林木的生长环境，促进

林木生长。当林冠郁闭度达到一定值后，如０．８以
上时，由于林分光照不足，影响林木生长，这时要开

始间伐，如果不间伐会影响林木正常生长。在营林

上常将林分郁闭度在１．０以上时的值称之为林冠重
叠度，林木间冠幅的重叠覆盖导致林内光照恶化，林

木竞争激烈，如杉木人工林当林冠重叠度达到１．２
１．５时，对胸径产生明显影响，当达到 １．６以上

时，对胸径产生严重影响。杉木人工林密度试验（每

６００ｍ２的株数）表明［１７］：当林分 ５年生时，Ａ密度
（１００株）、Ｂ密度（２００株）、Ｃ密度（３００株）、Ｄ密度
（４００株）、Ｅ密度（６００株），林冠郁闭度与重叠度分
别为０．６３、１．０４、１．２７、１．３３、１．７６，平均胸径分别为
５．９、５．２、４．６、４．１、３．８ｃｍ。林分８年生时，林冠重
叠度分别为１．１８、１．７７、１．５６、１．８７、２．００，相应的平
均胸径分别为１１．５、９．４、８．１、７．２、６．４ｃｍ；林分１２
年生时，林冠重叠度分别为１．１０、１．３６、１．３８、１．６２、
２．０３，相应的平均胸径分别为１４．８、１１．７、１０．１、９．０、
８．０ｃｍ。显然林冠重叠度愈高胸径生长愈小，如 Ａ
密度林冠重叠度小，８ １２年平均胸径生长量为
３３ｃｍ，而Ｅ密度林冠重叠度大，８ １２年平均胸径
生长量为１．６ｃｍ。此外，高的林冠郁闭度，不只是影
响胸径生长，还影响蓄积年生长量。如也是上述杉

木人工林的密度试验，林分蓄积量在１４年前总是密
度大的林分蓄积量高，如林分１４年生时，Ａ、Ｂ、Ｃ、Ｄ、
Ｅ密度林分的蓄积量分别为 ２１８．２８、２４２．７７、
２４９０９、２５３．２５和２７１．４２ｍ３· ｈｍ－２，但１４年后，Ｅ
密度林分连年生长量也明显下降，从１２ １４年时
的年生长量２１．０２ｍ３下降到１４ １６年时的１６．６６
ｍ３和１６ １８年生时的６．６８ｍ３。
３．３．２　林分密度、叶面积指数与林木生长　上述杉
木人工林不同密度林冠重叠度与年生长量的关系也

在杨树人工林的密度试验林中出现，即当一定年龄

以后最密的林分首先出现年生长量的下降。这种情

况是与林分同化器官叶面积及其指数下降有关。当

研究健杨林分叶面积指数与林分的密度和年龄关系

时［１８］，发现高密度林分（如３ｍ×２ｍ株行距）在４
年前叶面积指数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４年生时
为峰值，而后开始下降；而５年前，其叶面积指数总
是高于其他密度较低的林分，林分的蓄积年生长量

也是随着叶面积指数的变化而变化，这与杉木人工

林不同密度林分林冠重叠度和蓄积生长量是一致

的。林冠重叠度达到一定程度（杉木人工林在２．０
左右）后，落叶树叶面积指数会下降，常绿树，尤其针

叶树，因为存在多年生的叶，叶面积指数可能还较

高，但树冠的挤压、光照减弱，光合效率也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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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较高的生物量累计相应有较大的叶面积，但是，

生物量的生产效率与叶面积之间没有线性关系。随

着叶面积的增大，植物生物量的增加是在不断减弱

的光强下进行的，因此，对生产净光合产物的作用越

来越低，这就使得单位叶面积的总生长效率随叶面

积的增大而降低［１９］。因此，进行林分密度控制时，

不仅要关注林分的株数密度（株行距）和郁闭度（包

括重叠度），还要关注光合器官叶面积、叶生物量和

叶面积指数与上述几种密度指标的关系。

３．４　植被控制
现在提出植被控制或者叫植被管理，这是因为

过去人工林的大面积盲目发展已经使不少当地的原

生植被、次生自然植被遭到严重损害，有的人工林区

几乎很少见到原生植被，即使存在也多为零星分布

或多分布于边远不可及的地方；而人工造林又多纯

林，人工林针叶化严重，生物多样性很低。中国南方

大面积集中连片的桉树人工林、杉木人工林、马尾松

人工林，在北方大面积的杨树人工林、落叶松人工林

等，森林类型单一，完全改变了以往林区森林植被类

型的多样性、植物区系与生物区系的多样性状况，使

整个人工林区的环境趋于恶化，生态失去平衡，人工

林稳定性差，各种病虫害频发，地力严重衰退。人工

林植被控制的目标是：使发展人工林的区域，通过合

理规划调整林区的天然林、人工林、针叶林、阔叶林、

纯林和混交林的合理比例，在林分水平上使人工林

结构得到改善，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并达到人

工林的健康和持续经营；在区域水平上使人工林区

（基地）植被结构与布局趋于合理，森林类型多样性

增加，环境获得改善。

３．４．１　发展多树种造林，尤其要发展阔叶树造林　
发展多树种造林是改变我国人工林树种单一化、针

叶化和提高人工林稳定性的重要途径。我国树种极

其丰富，有许多不仅用材价值高，而且是多用途的，

集材用、药用、油料以及环境景观价值等于一身。多

发展阔叶树，不仅可以改善景观多样性和提高维护

环境的能力，而且可以改变过去因造林树种单一带

来的木材结构单一的状况，尤其缺乏珍贵用材。作

者在文献［１］选择了１０４种阔叶树，其中包括一些珍
贵树种，并列表说明了科、属、种的分布和用途，可供

应用。

发展阔叶树的途径主要是人工造林，主要解决

好树种与立地条件（造林地）的选择，良种与种苗繁

殖和造林技术。当前珍贵树种造林已得到林业主管

部门和科技单位的重视，上述问题有较好解决；其次

是四旁植树，尤其是乡村四旁隙地多，光照充足，土

壤肥沃，有利于阔叶树的生长，并可与四旁绿化结合

起来；发展多树种与阔叶树造林还必须加强次生林

经营和针叶纯林的近自然改造（见下一节）。

３．４．２　经营好次生林与针叶纯林的近自然改造　
我国许多地区次生林数量多，其中有不少处在进展

演替阶段，林分生长好、树种多，其中有不少是珍贵

树种或是优良阔叶树种，通过集约经营，培育阔叶树

种或珍贵树种，可取得比人工造林更好的效果。如

东北林区的三大硬阔，华北西北山地的栎类树种，南

方的樟属、栲属、青冈属树种等，均是次生林中的优

良树种。

通过采用近自然方法，改善针叶纯林为混交林。

如东北的落叶松人工林，华北西北的油松人工林，南

方的杉木与马尾松人工林，均可以利用一些耐荫的

阔叶树（常绿或落叶的），在中龄林疏伐后或成熟林

林下有计划有目标的种植培育，已经有不少研究和

试验林在林分生长与维护环境方面取得了良好

结果。

３．４．３　在造林地周围要保护有价值的天然植被　
在当前一方面要保护天然林，另一方面在天然林已

经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森林生产力和

提供木材的需要，发展人工林是一种世界性的必然

趋势，因此林业科技工作者的任务如何来平衡这种

关系，调整人工林与天然林的比重与布局，在人工发

展中不使天然植被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在造林时要

保护造林地周边的天然林和生态敏感区域的自然植

被。山区的造林地地形条件十分复杂，一片造林地

周边的急险坡、山脊和溪流，在生态上是敏感区域，

在急险坡和山脊与溪流的两个边坡的原有森林植

被，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应加以保护，这种森林植被

的保护对于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有重

要作用。在造林基地内一些小片残留的原始林和生

长良好的次生林不能作为宜林地，也应加以保护与

经营。此外，在造林中做好立地控制，不广种薄收，

将一些不适于种植人工林的立地较差地段，如山坡

的上部，可以保留封育原有植被。

３．４．４　在营建丰产林基地时首先要做植被控制上
的规划和顶层设计　在每一个丰产林基地中，在实
施造林前，应按照已有森林类型和树种组成情况，根

据基地生态环境状况和森林发展要求，设计好人工

与天然植被、针叶林和阔叶林、纯林与混交林、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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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与外来树种的比例关系，不使基地森林植被片面

发展；在已经营建人工林而存在片面发展的基地，应

在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时，加以逐步调整。在基地发

展人工林时，不仅在林分水平上要贯彻近自然林业

的理念，而且在区域水平上也应贯彻这个理念，控制

好按生态系统管理要求的森林植被发展方向。

关于发展混交林，不仅在人工林营造中要营建

混交林，也要充分利用人工林特别是针叶纯林中天

然更新的阔叶树，尤其是珍贵树种，引导抚育形成混

交林。应当在一些针叶人工纯林中，特别是近成熟

针叶人工林中，通过近自然改造，林下种植耐荫的阔

叶树，特别是珍贵阔叶树，以形成复层异龄混交林，

这在我国已有不少成功经验可供参考应用。

关于混交林的营建，不一定都要进行株间行间

式混交，实际上按适地适树要求进行块状相嵌式混

交也很有价值，这种形式还可以称为景观的镶嵌配

置，比株间行间混交容易培育，在生态上也是可

行的。

３．５　地力控制
人工林地力控制是人工林可持续经营中一项关

键技术，控制地力一是维护土壤肥力，防止土壤质量

退化；二是保持人工林长期生产力。针对我国人工

林地力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５项有效的控
制技术措施：在育林过程中保护利用自然植被；保留

采伐剩余物和保护林下枯落物；发展林下植被；经营

混交林；施肥。

３．５．１　在育林过程中保护利用自然植被　关于传
统的育林措施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及其对土壤的损害

已在前面第２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只就控制水
土流失措施加以叙述。对于传统育林所采取的一些

引起水土流失的不恰当措施，已经在有关人工林营

建技术规定中改掉了，如炼山、全垦整地、全面抚育

等。根据已有的实验研究，在育林中采用保护利用

自然植被的方法，可以取得好的效果，如在人工林土

壤管理中不采用火烧清林、全面抚育，而是实行水平

带状整地、局部抚育等，利用这些措施较多的保留了

自然植被，试验区径流系数和固体径流分别明显下

降到 ０．０７％和 ０．９ｔ·ｈｍ－２·ａ－１，降水输入养分
６９．９４ｋｇ·ｈｍ－２·ａ－１，同期径流输出养分２９．１ｋｇ
·ｈｍ－２·ａ－１，生态系统净增养分占输入量的
５８．３３％；土壤有机质流失２４．０１ｋｇ·ｈｍ－２·ａ－１，与
此同时，杉木生态系统归还有机质９８５．３５ｋｇ·ｈｍ－２

·ａ－１，净增有机质为流失量的４１倍［２０］。

在江西分宜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上村林场，３
年杉木人工幼林不同抚育方法的实验表明，全面刀

抚的方法，由于未铲除植物根系，植被萌生快，３年
自然植被盖度分别为８８．８％、９８．３％和１００％，而全
面松土除草的 ３年自然植被盖度分别为 ５３．８％、
７０％、９４％，３年合计的侵蚀量分别为１．０７８、１．１４５
和１．７１４ｔ·ｈｍ－２，而且从３年的生长比较看，也不
产生明显影响；但刀抚法省工，水土流失量明

显小［１７］。

在江西分宜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的另一个间伐

试验，８年的观测资料表明，杉木人工林间伐只要强
度适宜（郁闭度不低于０．６），不会导致明显的水土
流失，径流系数为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０％；年侵蚀量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３ｔ·ｈｍ－２，对照的不间伐样地径流系
数和侵蚀量最高，其重要原因是对照样地郁闭度大，

在观测的第８年林下植被盖度只有３０％（间伐前低
于１０％），而其他间伐样地均达 ８０％以上，有的达
到１００％［１７］。

焦菊英等［２１］以坡耕地为基准，观测了人工林地

的植被盖度与水土保持效益的关系：当植被盖度大

于３０％时，减少水土流失作用明显；当植被盖度达
到７０％时，水土保持效益趋于稳定。
３．５．２　保留采伐剩余物和林下枯落物　关于保留
采伐剩余物和林下枯落物，国内外有许多研究和实

践已经证明是维护地力极为重要的措施，作者的试

验与实践也取得同样的结果。在福建南平２９年生
杉木人工林采伐剩余物加地被物合计３２ ４０ｔ·
ｈｍ－２，总Ｎ、Ｐ、Ｋ、Ｃａ、Ｍｇ分别为１７８ ２３０、２１ ２５、
２２７ ３３１、２０５ ２５３、６５ ７７ｋｇ·ｈｍ－２，养分总计
６９６ ９１６ｋｇ·ｈｍ－２，如果将这些采伐剩余物保留
在林地，可以增加有机质和养分，对维护地力有利，

如移出林外或火烧掉，则对林地地力维护是个严重

损失。据Ｇｒｉｅｒ在美国花旗松地区的研究，采伐剩余
物火烧后，以气态和飞灰的形式损失生物量为总量

（７５ｔ·ｈｍ－２）的 ９３％，Ｎ、Ｐ、Ｋ、Ｃａ、Ｍｇ分别损失
９１％、３２％、５％、７％、２１％［２２］，当然采伐剩余物覆盖

林地尚有防止水土流失等作用。

作者在福建南平对皆伐后的杉木人工林（２９年
生）采伐剩余物做了５种试验处理，观测４年的结果
表明：采伐剩余物加倍处理最有利于杉木幼林的生

长和土壤肥力的维护，而清除采伐剩余物最不利于

杉木幼林生长和土壤肥力维护。

３．５．３　发展林下植被　林下植被，以往人们多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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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它的发展和保护，实际林下植被是森林生态系

统重要组成部分，它有促使人工林形成群落结构（如

乔、灌、草三层结构等）和提高人工林群落生物多样

性等的多种生态和环境功能，对地力维护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根据国内外文献报道和作者的研究，林下

植被有如下功能［２３－２５］：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人工

林的群落结构；拦截径流，稳定土壤，防止土壤侵蚀；

增加土壤有机质，促使枯落物分解，改善土壤结构；

作为土壤养分库，减少养分流失；有利于林分的养分

循环；固Ｎ，如林下的豆科植物，胡秃子科植物，赤杨
类植物；增加土壤生物区系多样性（动物与微生

物）。

根据作者对杉木人工林的研究，林下植被有较

大生物量和营养元素积累，如铁芒萁类型的生物量

为４．４９ｔ·ｈｍ－２，狗脊类型为５．２２ｔ·ｈｍ－２，灌木－
铁芒箕类型为 ５．７３ｔ·ｈｍ－２，灌木 －狗脊类型为
８２７ｔ·ｈｍ－２，营养元素积累分别为７８．９、１２９．４、
１０４．１、１６５．４ｋｇ·ｈｍ－２。林下植被单位质量的养分
含量高于杉木，灌木层是杉木层的１．４５倍，草本层
是杉木层的２．２２倍。

林下植被的枯落物可以促使杉木凋落物的分

解，如杉木枯落物中混入林下植被枯落物３０％，分
解速度可提高１倍。林下植被对土壤微生物区系和
数量有明显影响。如１６地位指数杉木人工林，林下
植被盖度为６９％的与植被盖度为２０％的样地相比，
细菌增加 ５９．９６％，放线菌增加 ２１．６％，真菌增加
１３．２８％。林下植被还能促进土壤酶活性、土壤速效
养分和土壤有机质的明显提高。因此人工林通过间

伐、调整密度、促进林下植被的发展，对促进人工林、

尤其是针叶人工林养分循环、保持土壤的持续生产

力有重要作用。

３．５．４　经营混交林　营造混交林特别是营造针阔
混交林对人工林保持长期生产力有重要意义。我国

针叶纯林多，而针叶纯林对地力维护能力低。混交

林地力控制功能有如下５点［１，５，２６］：

（１）促进枯落物的分解。多种植物（树种）枯落
物混合能促进枯落物的分解和养分的释放，尤其是

针叶枯落物易于积累而不易分解。Ｍｏｒｉｓ报道，在斯
威士兰的１７年生展叶松（Ｐｉｎｕｓｐａｔｕｌａ）枯落物的积
累量达４２ ７８ｔ· ｈｍ－２，分解慢。Ｅｇｕｎｊｏｂｉ与 Ｏｎ
ｗｅｌｕｚｏ发现，在尼日利亚加勒比松（Ｐｉｎｕｓｃａｒｉｂａｅａ）
枯落物矿化需要３．６ａ，而典型的被子植物枯落物是
２ ６个月。不少科研证实针叶树与阔叶树枯落物

混合能提高分解速率，有利于林分养分的循环和

矿化。

（２）固定Ｎ。在Ｎ不足的立地上与固Ｎ树种混
交能增加土壤含Ｎ量，从而提高人工林生长量。

（３）改善土壤物理性质。混交林能改变掉落物
的组成和其分解速率，增加量多质优的腐殖质，促进

土壤团聚体的形成；混交林还能增加土壤中如环节

动物和节肢动物的多样性，也有利于土壤形成团聚

体，降低土壤密度促进土壤渗水性，提高持水能力和

含水量。

（４）促进微生物数量、区系及生化活性的有利
改变，这与混交林组成树种多，植物种丰富，使林下

植物多样性和枯落物组成多样性提高有密切关系。

（５）更合理地利用土壤养分，混交林不同树种
对养分的种类和需求是不同的，浅根系与深根系树

种混交，还可利用不同层次的土壤养分。

由于混交林有上述功能，因此混交林能形成稳

定的群落，林分具有高的生产力。营建混交林是今

后发展人工林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需要大力提倡的。

３．５．５　施肥　自２０世纪以来，在森林培育中肥料
的应用有了很大改变，其结果大大强化了森林管理，

施肥是现代森林培育中提高林地肥力，增加森林生

产力的关键措施，应用已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人工林

的培育中。

人工林地力控制大体分为３个方面：一是育林
措施，即在造林育林过程中控制水土流失和处理好

采伐剩余物和枯落物；二是采取生物措施，包括发展

林下植被，经营混交林等；三是施肥。人工林地力维

护是综合性的，只依赖于某一项措施，地力的维护是

难以达到的。我国人工林造林地土壤质量普遍不

高，由天然林采伐迹地转化为人工的造林地并不多，

多数是退化森林土壤形成的荒山荒地（即宜林地）。

以桉树造林地土壤肥力为例，李淑仪等［２７］曾根据雷

州林业局３６３个土壤剖面普查结果对土壤肥力因子
进行了综合评价，分为６级：很丰富、丰富、中等、偏
低、缺乏、极缺乏。土壤有机质含量以偏低、缺乏为

主，占总剖面的７３％；土壤Ｎ，其中全 Ｎ含量极缺乏
的占６４．１９％，水解 Ｎ占４６．５６％；土壤全 Ｐ含量偏
低、缺乏的比例为 ９５．５６％，属极缺乏的比例也达
８８．８％；土壤Ｋ元素含量也极缺乏，比例达９５．０％，
土壤Ｃａ和 Ｍｇ含量属极缺乏水平；土壤微量元素，
有效Ｂ极缺乏，有效 Ｍｎ、Ｃａ、Ｚｎ也极缺乏。桉树人
工林土壤养分缺乏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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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很有代表性的杉木人工林土壤养分情况

也作了一个分析，前些年杨承栋等［２８］提出的“杉木

人工林土壤质量指标体系”，将有机质、Ｎ、Ｐ、Ｋ、Ｃａ、
Ｍｇ６种养分指标，分高、中、低３档进行评价，按照
张建国在文献［１］提出的杉木人工林营养诊断指
标：养分最适值 Ｎ为 １４５ｍｇ·ｋｇ－１，Ｐ为 １３ｍｇ·
ｋｇ－１。有效养分的临界值 Ｎ为８０ｍｇ·ｋｇ－１，Ｐ为６
ｍｇ·ｋｇ－１。按此参照杨承栋提出的杉木人工林土壤
质量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杉木人工林Ｐ很缺乏，Ｎ要
在高质量土壤上才能达到最适值，即杉木人工林土

壤有速效Ｎ只有１６地位指数及其以上人工林才能
达到，但杉木人工林达到１６地位指数及其以上的比
例却是很少的。这也是南方杉木人工林普遍生产力

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本底土壤肥力不足和以往传统育林措施对林

地土壤质量维护不力的人工林造林地要施肥，人工

林要获得高产，如营造的速生丰产林吸收养分多耗

肥量大，在培育中都需要通过施肥来补充养分，提高

土壤肥力，包括使用化肥和有机肥。施肥措施是保

持土壤肥力的非生物方法，是在短期内快速解决林

木养分供应不足的最有效措施，这对培养速生丰产

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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