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８，３１（４）：４７ ５２
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７５／ｊ．ｃｎｋｉ．ｌｙｋｘｙｊ．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７

云龙天池云南松自然种群分布格局分析

黄小波，李帅锋，苏建荣，刘万德，郎学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云南普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５
基金项目：中国林科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ＣＡＦＹＢＢ２０１７ＺＸ００２）和林业公益性行业专项（２０１４０４２１１）．
作者简介：黄小波（１９８７—），男，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恢复生态学．
 通讯作者：苏建荣，研究员．研究方向：种群生态学、恢复生态学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ｒｏｎｇｓｕ＠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摘要：［目的］对云南松种群年龄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以及不同生长阶段个体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空间关联性

进行了研究，从空间格局角度深入认识云南松林群落结构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方法］基于云南省云

龙县天池自然保护区云南松天然林的样地调查数据，基于云南松的种群径级结构，采用 Ｒｉｐｌｅｙ’ｓＬ函数点格局方
法，对云南松自然种群的龄级结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不同生长阶段空间关联性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云南松

自然种群径级和高度级结构完整，分布呈倒“Ｊ”型；云南松自然种群整体上在０ ４０ｍ的空间尺度上呈“聚集 －随
机”的分布格局；云南松自然种群个体在幼树和小树阶段，在较大的尺度上呈聚集分布，随着尺度的增加转变为随

机分布，而在中树阶段完全呈聚集分布，随着龄级的递增，大树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呈随机分布；云南松自然种群不

同生长阶段个体间空间关联在所有尺度上基本都呈显著正相关。［结论］云南松自然种群结构属增长型种群；云南

松自然种群不同生长阶段的个体呈现不同的分布格局，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动态特性；云南松种群各生长阶段间正向

的关系，有利于种群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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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群结构和空间格局是了解种群的生物学特
性、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及其与空间分布

相联系的生态过程的基础［１］，对揭示群落结构的形

成、动态变化和维持机制有重要意义。聚集分布、随

机分布和均匀分布是反映植物种群内部生态关系的

三种空间分布类型［２］。植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对

尺度的大小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３］。此外，种子

的扩散限制、竞争关系以及生境异质性等因素也会

对植物种群的分布格局产生影响［４］。

Ｒｉｐｌｅｙ提出的点格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
传统格局分析方法的缺点［５］。点格局分析具有强大

的检测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在拟合分析过程中利

用坐标信息，在分析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时被国内

外专家广泛应用［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张金屯等［７］

将点格局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近年来，对南亚松（ＰｉｎｕｓｌａｔｔｅｒｉＭａｓｏｎ）［７］、青海云杉
（Ｐｉｃｅａ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Ｋｏｍ．）［８］、思茅松（Ｐｉｎｕｓｋｅｓｉｙａ
ＲｏｙｌｅｅｘＧｏｒｄ．ｖａｒ．ｌａ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ｉｓ（Ａ．Ｃｈｅｖ．）Ｇａｕｓ
ｓｅｎ）［９］、红松（Ｐｉｎｕｓ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１０］、云
南红豆杉（Ｔａｘ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ｔＬ．Ｋ．Ｆｕ）［１１］

等种群的分布格局及空间关联性的研究，很好地探

究了多尺度上植物种群的生态学过程及特性。

云南松（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是我国特有
的树种，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经

济价值［１２］。目前，部分学者已经对云南松林进行了

大量的科学研究［１３－１５］，而对云南松自然种群分布格

局的系统研究报道较少。本文以云南省云龙天池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整的云南松自然种群为研

究对象，采用典型样方法对研究区内分布集中的云

南松自然种群进行了详细调查，并运用点格局等分

析方法，对云南松种群年龄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的

变化以及不同生长阶段个体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空间

关联性进行了研究，旨在探明以下问题：（１）该地区
云南松自然种群结构和分布格局是怎样的？（２）不
同生长阶段的云南松的空间分布格局呈何种分布，

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又如何？原因何在？（３）根据本
研究结果该从何种角度对云南松林进行保护？通过

本研究，可以从空间格局角度深入认识云南松林群

落结构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为云南松

天然林保护和经营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选择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境内（２５°４９′４８″ ２６°

１４′１６″Ｎ，９９°１１′３６″ ９９°２０′３４″Ｅ）的天池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进行野外样地调查。该保护区内有保存完

好的以云南松林为代表的森林生态系统。全区干湿

季分明，年均气温１３．２℃左右，年均降水量为８１５．５
ｍｍ左右，海拔为２１００．０ ３６３８．９ｍ。野外调查
选择云南松自然种群分布的核心区（海拔为２５００
２９００ｍ）设定固定样地。研究样地中，云南松林

占绝对优势，为地带性植被，乔木上层全部由云南松

组成，高度多数为２０ ２５ｍ，调查到的最大高度为
３５ｍ，胸径多数为３０ ４５ｃｍ，调查中最大胸径为
７１．８ｃｍ，层盖度７５％；乔木下层主要有云南松、大白
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ｄｅｃｏｒｕｍＦｒａｎｃｈ．）、水红木（Ｖｉ
ｂｕｒｎｕｍ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Ｄ．Ｄｏｎ）、珍珠
花（Ｌｙｏｎｉａ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Ｗａｌｌ．）Ｄｒｕｄｅ）、尼泊尔桤木
（Ａｌｎｕｓ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Ｄ．Ｄｏｎ）、马缨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槲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ｌｉｅｎａＢＩ．）、高山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ｉｆｏｌｉａＳｍｉｔｈ）、麻子壳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ｉｏｌｏｓｕｓ（Ｆｒ．）Ｃｈｕｎ）、华山松 （Ｐｉｎｕ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等；灌木层高０．５ ２．５ｍ，层盖度２０％，主
要有乌鸦果（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ｆｒａｇｉｌｅＦｒａｎｃｈ．）、羊耳菊（Ｉｎ
ｕｌａｃａｐｐａ（Ｂｕｃｈ．Ｈａｍ）ＤＣ．）、小叶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Ｗｉｌｌｄ．ｅｘＲｏｅｍ．ｅｔＳｃｈｕｌｔ）、乌泡子（Ｒｕ
ｂｕｓｐａｒｋｅｒｉＨａｎｃｅ）等；草本层高１０ ３０ｃｍ，层盖度
１０％，主要有野古草（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ａｎｏｍａｌａＳｔｅｕｄ．）、
矮小沿阶草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ｖａｒ．ｐｙｇｍａｅｕｓ
ＷａｎｇｅｔＤａｉ）、假细锥香茶菜（ＲａｂｄｏｓｉａｃｏｅｔｓｏｉｄｅｓＣ．
Ｙ．Ｗｕ）、光叶兔儿风（ＡｉｎｓｌｉａｅａｇｌａｂｒａＨｅｍｓｌ．）、野
草莓（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ｖｅｓｃａＬ．）等。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与调查

２０１５年４月，在云南松自然种群集中分布的区
域选择１块面积为８０ｍ×８０ｍ的典型样地进行调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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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采用“相邻格子法”将每块样地分割成２５６个５
ｍ×５ｍ的小样方，根据以往的调查方法［１６］在小样

方内对所有高度＞１．３ｍ的云南松个体进行每木调
查，利用胸径尺和角规式测高器测量样方内云南松

的胸径、树高，并以样方左下角为坐标原点（０，０）量
测云南松个体空间位置，坐标值直接用样方投影距

离（ｍ）表示。
２．２　年龄结构划分

根据相同树种的径级和林木年龄在相同环境下

对环境的反应具有一致性的规律［１７］，本研究采用径

级代替龄级的方法对云南松自然种群的年龄结构进

行分析。根据云南松生活史，云南松的径级结构通

过径级大小分为８级，将 ＤＢＨ＜２．５ｃｍ作为Ⅰ级，
以５ｃｍ作为级距进行等级划分，ＤＢＨ≥３２．５ｃｍ作
为Ⅷ级。云南松的高度级结构分为６级，Ⅰ级１．３
５ｍ，５ｍ以上以５ｍ为一个间隔划分等级，≥２５

ｍ为Ⅵ级。分别统计以上各径级和各高度级的个体
数，绘制种群结构柱状图。

根据云南松生活史以及样地实际情况，将云南

松划分为 ４个不同生长阶段，即幼树（ＤＢＨ＜２．５
ｃｍ）、小树（２．５ｃｍ≤ＤＢＨ＜７．５ｃｍ）、中树（７．５ｃｍ
≤ＤＢＨ＜２２．５ｃｍ）和大树（ＤＢＨ≥２２．５ｃｍ）。在此
基础上进行不同生长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分析。

２．３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Ｒｉｐｌｅｙ’ｓＬ函数对云南松自然种群

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和各龄级个体的空间关联分析。

Ｒｉｐｌｅｙ’ｓＬ函数是在Ｒｉｐｌｅｙ’ｓＫ函数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包括单变量和双变量分析［１８］。用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拟合检验计算上下包迹线，即置信区间，并以空间尺

度 ｒ为横坐标，上下包迹线为纵坐标作图。单变量

分析中，种群实际分布数据计算所得的不同尺度下

的函数值Ｌ（ｒ）若大于置信区间的上限则属于随机
分布；若处于置信区间之间则属于集群分布；若小于

置信区间的下限则属于均匀分布。不同生长阶段个

体间的空间关联性实际即点格局的双变量分析，种

群实际分布数据计算得到的不同尺度下的函数值若

高于置信区间上限说明两类对象间为显著正关联，

在置信区间内则无显著关联性，低于置信区间下限

则两类对象间具有显著负关联。

点格局和空间关联分析通过 ＡＤＥ４软件完成，
空间尺度ｒ为样地最短边长的一半，即４０．０ｍ，分析
步长为１．０ｍ，采用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随机模拟１０００次，
得到由上下包迹线围成的９９％置信区间［１１］。采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５软件以及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绘图和制表。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种群年龄结构

云南松自然种群的年龄结构见图１。野外共调
查到云南松１５４０株，径级Ⅰ Ⅷ的个体数分别为
１１５、７３４、３５７、１５４、７０、４８、１８、４４株，径级表现完整，
Ⅱ级数量所占比例最大，为４７．６６％，小径级木个体
充足，具有较强的更新能力，云南松自然种群径级图

整体上呈倒“Ｊ”型（图１Ａ）；高度级结构分析可探讨
云南松自然种群个体在垂直空间上的配置状况，可

作为龄级估测很好的一个参数，高度级Ⅰ Ⅵ的个
体数分别为４２１、７４７、２０４、１１２、３１、２５株，高度级完
整无缺失，云南松种群个体在高度级上的分布大致

与径级分布类似，最高峰在第Ⅱ级，所占比例为
４８．５１％，分布呈倒“Ｊ”型（图１Ｂ），径级与高度级结
构共同说明云南松自然种群属增长型种群。

图１　云南松自然种群径级和高度级结构
Ｆｉｇ．１　ＤＢＨ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ｃｌａ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云南松自然种群的空间格局变化
云南松自然种群个体分布见图２，横坐标和纵

坐标均代表样地的边长８０ｍ，云南松个体坐标值用
实际测得的距离值表示，可以直观地表现出云南松

个体在样地内的空间分布状态，种群密度为 ２４０６

株·ｈｍ－２。
云南松自然种群整体的点格局分析结果见图

３，空间分布格局在０ ３１ｍ尺度内表现为聚集分
布，聚集强度总体较弱；在３２ ４０ｍ尺度上表现为
随机分布格局。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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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云南松自然种群个体空间分布位点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ｐｅｄｐｏｉ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３　云南松自然种群各生长阶段空间分布的变化
云南松自然种群４个不同生长阶段的空间分布

格局与尺度的关系分析结果见图４。幼树和小树的
空间分布格局类似，分别在０ ３５、０ ３２ｍ尺度范

虚线表示９９％置信区间，实线表示Ｌ（ｒ）函数值。下同。
图３　云南松自然种群个体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ｕ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围内表现为聚集分布，随着尺度的增加，幼树和小树

的空间分布格局均转变为随机分布；中树在所有尺

度上均呈聚集分布格局，聚集程度随尺度的增加有

缓慢增长的趋势；大树在所有尺度上均表现为随机

分布，且随着尺度的增加，随机程度呈缓慢增长

趋势。

Ａ：幼树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ｔｒｅｅｓ；Ｂ：小树 Ｓｍａｌｌｔｒｅｅｓ；Ｃ：中树 Ｍｅｄｉｕｍｔｒｅｅｓ；Ｄ：大树 Ｌａｒｇｅｔｒｅｅｓ
图４　云南松自然种群各生长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３．４　云南松自然种群各生长阶段空间关联
植物种群在每个生长阶段的繁殖和扩散的时空

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由不同生长阶段个体分布的

空间关联性表现出来［１９］。云南松自然种群各生长

阶段个体间的关联性情况见表１，除大树 －小树在
４０ｍ尺度上以及小树 －幼树在２、４ ２６ｍ尺度上
无关联或相互独立外，在其它尺度上均表现为显著

正相关，且其它生长阶段个体间在所有尺度上均表

现为显著正相关。

４　讨论
通常来说，植物种群的年龄结构和空间分布格

局是其自身的生物学特性以及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影

响共同决定的，可以反映出种群动态变化规律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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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云南松自然种群各生长阶段空间关联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ｓ
关联对象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ｓ
尺度Ｓｃａｌｅ／ｍ

０ １ ２ ３ ４ ２６ ２７ ３９ ４０
大树－中树ＬＡＭＥ ＋ ＋ ＋ ＋ ＋ ＋
大树－小树ＬＡＳＭ ＋ ＋ ＋ ＋ ＋ ｒ
大树－幼树ＬＡＪＵ ＋ ＋ ＋ ＋ ＋ ＋
中树－小树ＭＥＳＭ ＋ ＋ ＋ ＋ ＋ ＋
中树－幼树ＭＥＪＵ ＋ ＋ ＋ ＋ ＋ ＋
小树－幼树ＳＭＪＵ ＋ ｒ ＋ ｒ ＋ ＋
　　注：“＋”表示显著正相关；“ｒ”表示无相关，置信区间为９９％。

Ｎｏ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ｓｎ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９９％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落的发展趋势［２０］。本研究表明，云南松自然种群径

级和高度级结构基本一致，近似呈倒“Ｊ”型分布，年
龄结构为增长型，由于云龙天池自然保护区是以保

护云南松为主，该区域受人为干扰较少，云南松自然

种群更新的种子来源充沛。调查区域在天池自然保

护区，是云南松种群分布的中山地带，水热条件较

好，适宜云南松幼苗的定居和存活，且云南松幼龄个

体丰富，故种群结构呈增长态势。

有研究表明，森林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所选取

的空间尺度关联密切［２１］。本研究中，云南松自然种

群整体在０ ３１ｍ尺度内呈聚集分布，随着尺度的
增加又转变为随机分布。这种聚集分布占主导地位

且分布格局对尺度有依赖性的研究结果与很多温

带、亚热带和热带森林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较一

致［２２］。云南松自然种群个体间的聚集分布使云南

松与其它物种的竞争减弱，而加大了种内的竞争，黄

小波等［１６］对该区域天然林内的云南松种内和种间

竞争结果佐证了这一点，聚集分布格局产生了较弱

的种间竞争，从而实现了不同的物种共存，增加了物

种多样性。有研究表明，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通常

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较小尺度上的种子扩散限

制以及种内和种间竞争因素，较大尺度上的环境异

质性因素等［１１］。云南松为强阳性树种，种实充沛，

种子小而轻，且种翅较大，主要借助风力传播，传播

距离较远，因此，云南松自然种群整体上聚集程度不

强，且分布的尺度较大；种子在传播过程中易在低洼

处堆积也可导致呈聚集分布，呈聚集分布可抵御外

部竞争，利用有限的资源；另外，森林中鸟类和鼠类

的取食行为也是其种子扩散方式之一［２３］，在实际调

查中也发现鸟类和啮齿类动物取食种子的现象，而

靠动物扩散的物种更容易表现出聚集分布［１１］。随

着尺度的继续增大，环境条件基本保持一致，这是其

呈随机分布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大尺度上的

随机分布格局，种群中成年树的随机死亡也有可能

是其成因之一［２４］。

种群个体的空间分布格局在不同的生长阶段表

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格局，这样能够让其个体更好

地利用环境中有限的资源［７］。一般认为，低幼龄树

分布格局往往呈聚集分布；随着年龄的增加，种群趋

向于均匀分布格局；树木年龄的继续增加使种群趋

向于随机分布［２５］。而云南松种群各生长阶段空间

分布并不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具体表现为云南松幼

龄（幼树和小树）阶段空间分布在很大尺度上呈聚

集分布，这与王磊等［２６］对皖南山区南方红豆杉种群

的研究结果类似，可能是由于较小龄级的个体竞争

能力有限，呈聚集分布可有效缓解外部竞争压力［４］。

另外，云南松种子虽然借助风力传播，种子依然易散

布于母树周围［２７］，这也是云南松幼龄个体在很大程

度上呈聚集分布的主要原因。对于中树而言，空间

分布格局在所有尺度上呈聚集分布，李永萍［２８］在对

该区域的云南松研究表明，除幼龄阶段的自疏作用

以外，从中龄林到近成熟林阶段，大约有８０％的个
体被稀疏掉，强烈的第二次自疏作用使中树的空间

分布格局呈聚集分布。与张华等［２９］对青海云杉大

龄级群体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结果类似，云南松到

了大树阶段，树冠基本定型，树干粗壮，根部延伸范

围广，从而对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抵御危害的能力

增强，而此时自疏基本结束，分布格局呈随机状态。

不同生长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空间分布格局，这有利

于种群获得足够的环境资源，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一

种生存策略［３０］。

研究表明，物种间在空间上的生态关系通常有

正关联、负关联以及无关联三种关系［３１］。不同生长

阶段同一植物种的空间关联性可以描述种群内个体

间在一定时期内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包括种群的

空间分布关系以及个体间的功能关系，可以反映种

群的现状和种群内的相互关系［２６］。本研究发现，各

生长阶段的云南松种群之间在所研究的尺度上大部

分都呈显著正关联。虽然有研究表明，云南松天然

林的主要竞争压力来自种内［１６］，但不同龄级云南松

个体对环境的要求和适应性是一致的，几乎没有相

互排斥的现象，这是由同一树种的个体生物学特性

的一致性决定的，体现了植物利用环境资源的相似

性和生态位的重叠以及种群内部正向和相互有利的

生态关系［４］。种群不同生长阶段间的空间关联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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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格局具有一致性［３１］，云南松自然种群从幼

树到大树四个生长阶段不同的空间分布格局决定了

不同阶段的空间关联，这样种群在不同阶段能够充

分利用各种环境资源，有利于整个种群的生存和

发展。

５　结论
云南松自然种群的年龄结构分析表明该区域云

南松自然种群属于增长型种群；云南松自然种群整

体空间分布格局在０ ３１ｍ尺度内呈聚集分布，随
着尺度的增加又转变为随机分布；不同生长阶段的

个体呈现不同的分布格局，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动态

特性；空间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云南松自然种群各

生长阶段间具有正向的关系，有利于种群的维持。

通过对云南松自然种群年龄结构、空间分布格

局以及不同龄级个体间的空间关联性的研究，为以

后云南松天然林和人工林的经营提供科学依据。根

据本研究结果，在以后的经营管理中，可以参照云南

松自然种群的林分结构、树种组成和空间分布格局，

通过开辟林窗、人工促进更新、物种配置及位置、合

理疏伐等森林经营措施，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

另外，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云南松幼龄个体往往呈

聚集分布，可想而知，幼龄个体承受着外部很大的竞

争压力，所以，在云南松林的经营管理中，建议在云

南松幼树开始，对幼树周围存在的可构成竞争的林

木进行适当疏伐，以增大生存空间，减小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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