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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毛竹林的立地条件和枯梢病发生的关系。［方法］对江西省不同立地条件的６０块毛竹样地开
展了监测调查，分析了坡度、坡位、坡向、海拔高度和土壤层厚度５个立地因子对毛竹林枯梢病感病指数的影响。
［结果］表明，毛竹枯梢病的感病指数在不同坡度、不同海拔、不同土层厚度下均存在极显著的差异，且感病指数

与坡度及海拔高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土层厚度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感病指数与坡向呈负相关关系；坡位

对毛竹枯梢病的感病指数无显著影响。同时，为了探究这５个立地因子对毛竹枯梢病感病指数的综合影响，利
用数量化理论，以这５个立地条件为自变量，毛竹枯梢病的感病指数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方程，该
预测方程复相关系数Ｒ＝０．８５４，复相关系数的Ｆ检验得Ｆ＝１０．４３２＞Ｆ０．０１（１１．４８）＝２．６４，经Ｔ检验，与毛竹枯

梢病感病指数关系最大的立地因子是土层厚度，其次是海拔高度和坡度，这３个因子是影响毛竹枯梢病的主导
因子。［结论］综合分析得出，在急险坡、上坡位、阳坡面、高海拔、薄土层的立地条件下，毛竹枯梢病的感病指数

最大；在平缓坡、下坡位、阴坡面、丘原、肥土层的立地条件下，毛竹枯梢病的感病指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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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竹枯梢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病原（Ｃｅｒａｔｏ
ｓｐｈａｅｒｉａ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ｄｉｓ）属竹喙球菌属。其病原菌会
侵染当年的嫩枝和侧枝，引起枯梢、枯枝，危害严重

时全株枯死，导致竹林大面积枯死，状似火烧，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１－３］。毛竹枯梢病在我国分布很

广，该病害自１９５９年在浙江黄岩县首次发生后，逐
步扩散到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川、上海等省市，

特别在浙江、福建和江西三地，曾是我国森林有害生

物检疫对象之一，现在仍为很多省份的补充森林有

害生物检疫对象［３－６］。毛竹是江西省重要的经济树

种，全省现有毛竹林面积９８．６万 ｈｍ２，面积居全国
第二，全省毛竹林面积２万ｈｍ２以上的县有１６个，１
万ｈｍ２以上的县有３４个［６］。根据相关部门数据显

示，江西是毛竹枯梢病的适生地域，毛竹枯梢病作为

毛竹林病虫害的首要病害，主要分布在上栗、樟树、

龙南和崇义等毛竹之乡。

目前，毛竹由于地理分布的特殊性，在中国分布

的面积最广，国外对毛竹类的研究相当少，特别是对

毛竹枯梢病的研究几乎为零，国内虽然有对立地条

件与毛竹枯梢病的关系研究［７－８，１４］，但是也为数不

多。林庆源［７］对福建省毛竹林调查分析，采用了数

量化理论Ⅰ方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建立了林分及立
地条件与毛竹枯梢病发生的生态数学模型，从偏相

关系数及ｔ检验结果中得出，与毛竹枯梢病病情关
系最大的林分因子是地形，其次是立地条件和林龄

结构；林强［８］从林分结构及毛竹枯梢病的关系入手，

采用与林庆源相同的统计方法，进一步得出与毛竹

枯梢病感病指数关系最大的林分因子是林龄结构，

其次是林分组成和新竹比例。

虽然林庆源等分析了林分及立地条件与感病指

数之间的关系，但是研究对象为福建省的毛竹林，而

福建的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与江西大有不同，分析

结果对江西地区研究毛竹枯梢病的发病与影响因子

之间的关系参考作用有限。本研究以毛竹林的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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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为剖析点，调查坡度、坡向、坡位、海拔高度、土

层厚度等立地条件，应用方差分析、多元回归等数理

统计分析，深入分析立地条件与毛竹枯梢病的关系，

建立预测的统计模型，为江西省毛竹枯梢病的生态

调控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建立提供依据［９－１２］。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以丘陵、山

地为主，年均温１６．３ １９．５℃，温度自北向南递增，
年降水量１３４１ １９４３ｍｍ，江西北部为鄱阳湖平
原，毛竹种植较少，因此分别选择江西省的东、南、西

３个不同的地理方位，从发生毛竹枯梢病的地区选
择了８个县（市、区）。

上栗县位于江西省西部，境内以丘陵、山地为

主，平均海拔２３３．７ｍ，最高点杨岐山主峰张口岭，
海拔９４７．４ｍ，最低处为海拔 ７０ｍ，年均降水量
１３００ １７００ｍｍ；崇义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境内
山脉纵横交错，境内最高峰齐云山海拔２０６１．３ｍ；
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以低海拔、丘陵为主，

年均温１８．８℃，年均降水１５６０ｍｍ；南康市位于赣
州市西部，年均温约１９．３℃，年均降水量１４４３．２
ｍｍ；万载县位于江西省西南部，毛竹林丰富，年均
温为１６ １８．２℃，年均降水量为１７４２．５ｍｍ；丰
城市位于江西省中部，丰城地势南高北低，由西南

向东北逐渐倾斜，从西南玉华山１１７１．１ｍ，向东北
药湖倾斜到海拔１８ｍ，南部为低海拔区，年均温为
１５３ １７．７℃，年均降水量 １５５２．１ｍｍ；广丰县
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属半丘陵半山区，年均温

１７９℃，年均降水量１６６１．６ｍｍ；龙南县位于江西
省南部，高丘占地面积５０．３４％，年均气温１８．９℃，
年均降水量１５２６．３ｍｍ。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样地的选择　野外调查在２０１６年５—８月，
根据不同坡度、坡位、坡向、海拔高度和土层厚度这

５个立地条件的差异性和基本均匀分布的要求，分
别在萍乡市上栗县的上栗镇、桐木镇、鸡冠山乡、长

平乡、鸡冠山垦殖场，赣州市崇义县的高分林场，赣

州市龙南县的寨仔林场，赣州市兴国县的均福山林

场，赣州市南康市的章坑寨林场，宜春市万载县的高

城乡、岭东乡，宜春市丰城市的白土乡，上饶市广丰

县的高峰乡设置标准样地６０块。样地面积为４００
ｍ２（２０ｍ×２０ｍ）。
１．２．２　立地因子的调查方法　坡位根据样地中心
点所在的山坡位置确定，坡向采用罗盘仪在每个样

地的中心点所在位置测量，坡度测量以度为单位，采

用罗盘仪在样地的４个角和中心点各测量１次，共５
次，取其平均值，海拔采用 ＧＰＳ测量，方法与坡度测
量类似。挖据中心点的土壤剖面测量土层厚度。立

地因子列于表１。

表１　样地的立地因子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ｉｔ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

样地号

Ｓａｎ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坡度分级

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
ｇｒａｄｅ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海拔分级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ｇｒａｄｅ

土层分级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ｇｒａｄｅ

样地号

Ｓａｎ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坡度分级

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
ｇｒａｄｅ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海拔分级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ｇｒａｄｅ

土层分级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ｇｒａｄｅ

１ 斜陡坡 下坡 阴坡 丘原 肥土 ３１ 急险坡 上坡 半阴坡 高海拔 薄土

２ 平缓坡 中坡 阴坡 丘原 肥土 ３２ 急险坡 上坡 半阳坡 丘原 薄土

３ 平缓坡 上坡 半阳坡 高海拔 肥土 ３３ 斜陡坡 中坡 阴坡 低海拔 薄土

４ 平缓坡 上坡 半阳坡 高海拔 肥土 ３４ 斜陡坡 上坡 阴坡 丘原 薄土

５ 平缓坡 中坡 阴坡 丘原 肥土 ３５ 急险坡 上坡 半阴坡 低海拔 薄土

６ 斜陡坡 下坡 阴坡 低海拔 肥土 ３６ 急险坡 上坡 半阴坡 高海拔 薄土

７ 平缓坡 下坡 阴坡 丘原 肥土 ３７ 急险坡 中坡 半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８ 斜陡坡 下坡 半阴坡 丘原 肥土 ３８ 斜陡坡 中坡 半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９ 平缓坡 上坡 半阴坡 低海拔 肥土 ３９ 斜陡坡 中坡 半阳坡 丘原 厚土

１０ 斜陡坡 下坡 阴坡 丘原 肥土 ４０ 斜陡坡 上坡 半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１１ 平缓坡 下坡 半阴坡 丘原 肥土 ４１ 斜陡坡 中坡 阳坡 丘原 厚土

１２ 平缓坡 下坡 阴坡 丘原 肥土 ４２ 斜陡坡 中坡 阴坡 丘原 厚土

１３ 斜陡坡 下坡 阴坡 丘原 肥土 ４３ 斜陡坡 上坡 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１４ 平缓坡 下坡 半阴坡 丘原 肥土 ４４ 斜陡坡 下坡 半阴坡 丘原 肥土

１５ 斜陡坡 中坡 半阴坡 丘原 厚土 ４５ 斜陡坡 下坡 半阴坡 丘原 肥土

１６ 斜陡坡 中坡 半阴坡 丘原 厚土 ４６ 平缓坡 下坡 阳坡 丘原 薄土

１７ 斜陡坡 中坡 半阴坡 丘原 厚土 ４７ 急险坡 中坡 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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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样地号

Ｓａｎ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坡度分级

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
ｇｒａｄｅ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海拔分级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ｇｒａｄｅ

土层分级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ｇｒａｄｅ

样地号

Ｓａｎ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坡度分级

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
ｇｒａｄｅ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海拔分级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ｇｒａｄｅ

土层分级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ｇｒａｄｅ

１８ 斜陡坡 中坡 半阴坡 低海拔 厚土 ４８ 急险坡 中坡 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１９ 平缓坡 中坡 阴坡 低海拔 厚土 ４９ 平缓坡 中坡 阳坡 高海拔 厚土

２０ 斜陡坡 中坡 半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０ 急险坡 上坡 阳坡 高海拔 厚土

２１ 斜陡坡 下坡 半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１ 急险坡 上坡 阴坡 高海拔 薄土

２２ 斜陡坡 中坡 半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２ 急险坡 下坡 半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２３ 斜陡坡 下坡 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３ 斜陡坡 下坡 半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２４ 斜陡坡 中坡 阴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４ 急险坡 上坡 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２５ 斜陡坡 中坡 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５ 斜陡坡 中坡 半阳坡 高海拔 厚土

２６ 斜陡坡 中坡 半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６ 斜陡坡 中坡 半阳坡 高海拔 厚土

２７ 平缓坡 中坡 半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７ 斜陡坡 中坡 阴坡 高海拔 厚土

２８ 急险坡 上坡 半阳坡 低海拔 厚土 ５８ 斜陡坡 下坡 半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２９ 急险坡 下坡 半阴坡 低海拔 薄土 ５９ 斜陡坡 下坡 半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３０ 斜陡坡 下坡 半阴坡 低海拔 厚土 ６０ 斜陡坡 下坡 半阳坡 高海拔 薄土

１．２．３　病害的调查　每块样地都采用５点取样法，
在对角线位置随机选取３０株毛竹。登记每级的感
病株数，然后按感病指数公式计算。计算公式：感病

指数＝１００×［Σ（每级株数×相应级代表值）］／（调
查总株数×发病最高级代表值）

表２　毛竹单株病情发病情况分级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ｏｓｏｂａｍｂｏｏ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病情分级

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ｒａｄｅ
发病情况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代表值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
Ⅰ 无病 ０
Ⅱ 感病枝梢数＜１／４ １
Ⅲ １／４≤感病枝梢数＜１／２ ２
Ⅳ １／２≤感病枝梢数＜３／４ ３
Ⅴ 感病枝梢数≥３／４ ４

１．３　数据分析
１．３．１　立地条件分级　参考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分
类，结合实际林地情况，将坡位分为上坡位（山坡上

部１／３）、中坡位（山坡中部１／３）、下坡位（山坡下部
１／３）；坡向分为半阳坡（西、西南和东南）、阳坡
（南）、半阴坡（东、西北和东北）、阴坡（北）；坡度按

平缓坡（≤２０°）、斜陡坡（２１ ４０°）、急险坡（≥４１°）
分级；海拔高度分为丘原（≤６００ｍ）、低海拔（６０１
８００ｍ）、高海拔（≥８０１ｍ）３段进行分级；土层厚度
按薄土（≤５０ｃｍ），厚土（５１ １００ｃｍ）、肥土（≥１０１
ｃｍ）划分。
１．３．２　立地条件对枯梢病发生的影响　所有数据
均为平均数 ±标准差，采用方差分析和 Ｆｉｓｈｅｒ’ｓｔ
ｔｅｓｔ（Ｐ＜０．０５）检验分析不同坡位、坡向、坡度、海拔
高度及土壤层厚度的毛竹林感病指数的差异性，并

通过多重比较（Ｔｕｋｅｙ’ｓｔｔｅｓｔ，α＝０．０５）比较病害在

这５个不同的立地因子组间发生的差异性。同时，
进一步对５个立地因子与感病指数进行Ｐｅｒｓｏｎ相关
性分析并进行双尾显著性检验。

１．３．３　立地因子与毛竹枯梢病的回归分析　利用
数量化理论Ｉ方法，因变量为毛竹枯梢病感病指数，
自变量为坡度、坡位、坡向、海拔高度、土层厚度，划

分为１６个类目，建立感病指数与立地因子的多元线
性预测回归模型，同时找出影响毛竹枯梢病主导立

地因子。理论化数据 Ｉ的项目、类目划分标准详见
表３。

表３　类目、项目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ｒｍ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项目

Ｔｅｒｍ
类目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 ２ ３ ４
坡度Ｘ１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Ｘ１ 平缓坡 斜陡坡 急险坡

坡位Ｘ２Ｓｌｏ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Ｘ２ 上坡位 中坡位 下坡位

坡向Ｘ３ＳｌｏｐｅｄｉｒｅｔｉｏｎＸ３ 阳坡 半阳坡 半阴坡 阴坡

海拔高度Ｘ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Ｘ４ 丘原 低海拔 高海拔

土层厚度Ｘ５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Ｘ５ 薄土 厚土 肥土

以上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立地因子对毛竹枯梢病感病指数的影响

土层厚度与感病指数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随

着土层厚度的增加，毛竹枯梢病的发病程度减轻，且

与感病指数的相关性明显高于坡度、坡位、坡向和海

拔高度，相关系数为－０．９１０；坡度、坡向和海拔高度
与毛竹枯梢病感病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海

拔高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坡位与感病指数关系

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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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坡度　不同坡度下林分的感病指数存在极
显著差异，将坡度分组作多重比较发现，坡度越陡，

感病指数也越高（图１）。相关分析显示（表４），感
病指数和坡度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图１　不同坡度的感病指数差异性比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

２．１．２　坡位　坡位与感病指数间呈负相关关系（表
４），差异性检验结果为不显著，说明随着坡位的升高
感病指数呈减小趋势（图２），但趋势不明显。

图２　不同坡位的感病指数差异性比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１．３　坡向　感病指数在不同坡向间差异性不明
显（表４），阳坡、半阳坡面的平均感病指数显著高于
阴坡、半阴坡面，阳坡与半阳坡面感病指数差异不显

著，阴坡与半阴坡也差异不显著（图３）。在相关分
析中，坡向与病感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

系数较弱（表４）。
２．１．４　海拔高度　不同海拔的毛竹林发病指数存
在极显著差异（表４），多重比较表明，在丘原（≤６００
ｍ）地区的林木中，感病指数最低，并与低海拔（６０１
８００ｍ）、高海拔（≥８０１ｍ）林分间的感病指数差

异极其显著，病感指数在低海拔与高海拔林间差异

图３　不同坡向的感病指数差异性比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也极其显著（图４）。相关分析显示，感病指数与海
拔高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表４）。

图４　不同海拔高度的感病指数差异性比较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２．１．５　土层厚度　毛竹枯梢病的感病指数在不同
土层厚度中存在极显著差异（表４），在薄土层毛竹
枯梢病的危害程度最高，且随着土层厚度的增加，感

病指数降低（图５）。相关分析显示，感病指数与土
层厚度呈极显著负相关（表４）。

图５　不同土壤层厚度的感病指数差异性比较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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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感病指数与立地因子的差异检验及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ｔｅｆａｃｔｏｒ

项目Ｉｔｅｍｓ
坡度

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
坡位

Ｓｌｏ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坡向

Ｓｌｏｐｅｄｉｒｅｔｉｏｎ
海拔高度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土层厚度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差异显著性检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

相关显著性检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

Ｆ
Ｐ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
ｎ

１８．３０２ １．３８７ ２．１７８ ２７．２３７ ３７．８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３９ －０．２０９ ０．２９３ ０．７１５ －０．９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表５　项目Ｔ检验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ｔｅｓｔｔａｂｌ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ｄｅｇｒｅｅ
坡位

Ｓｌｏ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坡向

Ｓｌｏｐｅｄｉｒｅｔｉｏｎ
海拔高度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土壤层厚度

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偏相关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４２８ ０．３６７ ０．１５６ ０．５３６ ０．８３５
ｔ值 Ｔｖａｌｕｅｓ ２．７９５ １．７１８ ０．７３６ ３．５４０ １２．５８４

２．２　立地因子对毛竹枯梢病感病指数影
多元回归分析法得以下预测模型：Ｙ（感病指

数）＝４３．０９１－１１．９２１（Ｘ１１）－１０．４８５（Ｘ１２）＋０．３０９
（Ｘ２２）＋７．３２３（Ｘ２３）＋１．３８１（Ｘ３２）－１．０６０（Ｘ３３）＋
５．１９８（Ｘ３４）－３．７８８（Ｘ４１）＋８．４９５（Ｘ４３）－１０．８０３
（Ｘ５２）－２８．０６３（Ｘ５３），该方程的复相关系数 Ｒ＝
０８５４，复相关系数的 Ｆ检验得 Ｆ＝１０．４３２＞Ｆ０．０１
（１１．４８）＝２．６４，说明该毛竹枯梢病与坡度、坡位、坡
向、海拔高度、土层厚度这５个立地因子关系密切，
在Ｆ０．０１（１１．４８）水平上显著，用此模型进行检测，判
别准确率为６８．２１％，可作为各项目对毛竹枯梢病
的发生进行风险评估。

毛竹枯梢病的发生与立地因子关系密切，而且

各因子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为了消除这些影响，

用感病指数与各立地因子作偏相关分析，来明确各

因子同感病指数的密切程度。根据模型的自变量系

数及Ｔ检验，ｔ０．０１＝２．６７０，从表５看出，在０．０１水平
上显著，其中与毛竹枯梢病感病指数关系最大的立

地因子是土壤层厚度，其次是海拔高度和坡度。各

因子与毛竹枯梢病的紧密程度依次是土层厚度、海

拔高度、坡度、坡位、坡向，其中坡度、海拔高度、土层

厚度是影响毛竹枯梢病的主导因子。

３　讨论
本研究筛选了坡度、坡向、坡位、海拔高度和土

层厚度５个具有代表性的立地因子，以感病指数作
为病害的评价指标，对立地条件和毛竹枯梢病的关

系做了研究。由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坡度、海

拔高度和土层厚度与感病指数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性，感病指数在坡向和坡位间无显著差异，说明坡向

和坡位对感病指数无显著影响。由相关关系分析结

果表明，坡度、海拔高度与感病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关系，土层厚度与感病指数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坡

向与感病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弱相关，坡位与

感病指数相关关系不显著。说明坡度、海拔高度和

土层厚度与感病指数关系密切。

坡度、海拔高度与感病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关

系，且不同的因子间感病指数差异极其显著。这是因

为坡度的增加，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土层变薄，造成

土壤贫瘠，毛竹树势衰弱，容易遭受病害袭击，再者较

大的坡度，多存在毛竹根系裸露，不发达的现象，毛竹

生存环境不佳，不利于抵抗枯梢病［１］。在调查中发

现，生长在低海拔高度的毛竹平均胸径较大，这与彭

小兵等［１３］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平均胸径较大的毛竹

林有利于抵抗毛竹枯梢病的侵染。所以随着坡度、海

拔高度的增加，林木的毛竹枯梢病有加重的趋势。

感病指数与土层厚度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竹

林的病情指数随土层厚度的下降而上升。土层厚度

与土壤质量密切相关联，是反映立地条件的直接指

标，土壤对养分、水分的供给与再分配通常与毛竹的

生成情况呈正比，土层厚的，营养供应能力和蓄肥能

力加大，通风条件佳、竹鞭伸展阻力小，因此利于竹

生长，感病指数降低。

坡向与坡位对感病指数虽无显著影响。但是在

研究中发现，向阳处的林地普遍比向阴处的林地感

病重，上坡位的感病指数大于中坡和下坡，温度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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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坡、半阳坡和上坡位适合毛竹枯梢病的病菌的生

长和扩散。

４　结论
本研究表明：直接影响毛竹枯梢病的立地因子

由大到小的顺序是土壤层厚度、海拔高度、坡度、坡

位、坡向，其中坡度、海拔高度、土层厚度是影响毛竹

枯梢病的显著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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