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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以鄂中地区马尾松人工林为研究对象，对马尾松人工林演替过程中物种多样性的变化、演替趋势

以及天然更新展开研究，为马尾松人工林的近自然经营提供依据。［方法］对研究区不同林龄（９ａ、１８ａ、２８ａ和

４８ａ）和不同林分密度（１０８８ ２６４４株·ｈｍ－２）的马尾松人工林样地林下植物进行调查，并测量林内透光率，分
析了乔木树种的演替趋势和多样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马尾松人工林中的主要演替树种为樟树、冬青、杉

木、苦楝和短柄粃栎５种。马尾松人工林的主林层与演替层的物种多样性指数随龄级组增加表现为逐渐上升趋
势。林内透光率对更新层（Ｐ＜０．０１）和演替层（Ｐ＜０．０５）的多样性均有显著的影响，在本研究的密度范围内，林
分密度与乔木树种的幼树幼苗密度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更新层密度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结
论］鄂中地区马尾松人工林群落的顶级群落为冬青＋樟树＋短柄粃栎混交林。研究区的人工林总体更新能力偏
弱，在天然更新弱的区域可以采取补植阔叶树种幼树等方式来进行人工辅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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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人工林面积达６９３３万 ｈｍ２［１］，从２０００年
至２０１７年，我国的绿化面积已经得到大幅的增加，
其中人工林贡献了４２％的叶面积增长［２］。开展人

工林群落演替的研究有助于人工林生态系统的控制

和管理，指导人工林的近自然经营与质量提升，也是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基础［３－４］。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Ｌａｍｂ．）是我国南方种植最为广泛的乡土
树种之一，具有速生丰产、耐瘠薄、用途广泛等优点，

同时也是重要的造林先锋树种［５］。马尾松人工林面

积居我国针叶林的首位［６］，因此其演替研究一直受

到关注。前人研究表明，马尾松人工林随着林龄的

增加，常绿树种的数量逐渐增加［６－８］，人工林的多样

性逐渐上升［９］。随着马尾松人工林中常绿和阔叶树

种比例不断升高，尽管短期内马尾松仍处于优势地

位，但由于更新不良，马尾松普遍存在衰退的趋

势［８，１０］。一些研究发现，林分密度与乔木幼苗的密

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１３－１４］，因此，林分密度对于

人工林的演替进程有较大影响。光照作为森林更新

中极为关键的环境因子［１３］，是森林空间格局变化的

重要驱动力。不同的林隙干扰导致了林隙内光照的

差异，并进一步造成微环境的时空异质性，对幼苗分

布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１４］，从而进一步对森林群落

的多样性产生影响。

鄂中丘陵地区接近马尾松栽植的北缘，具有典型

的北亚热带气候。该地区栽植有大量的马尾松，是北

亚热带马尾松人工林的典型代表［１５］，本研究通过对

湖北省太子山林场管理局不同龄级组及不同密度的

马尾松人工林群落结构的调查，探讨鄂中丘陵地区马

尾松人工林的树种组成变化及演替趋势，以期为该区

域马尾松人工林的近自然经营提供理论支持。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太子山林场管理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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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１１２°４８′４５″ １１３°０３′４５″Ｅ，３０°４８′３０″ ３１°
０２′３０″Ｎ），属于鄂中丘陵地区，亚热带季风湿润性
气候区。太子山地区夏秋多雨，冬春干旱。年平均

气温１６．４℃，１月为最冷月，平均气温为２．６ ３℃，
极端最低温度为－１９．６℃；７月为最热月，平均气温
为２８．８℃，极端最高温度为３９．２℃。初霜期１１月
中旬，终霜期３月中旬，无霜期２４０ｄ。年平均降水
量１０９４．６ｍｍ。土壤以黄棕壤为主。林场森林资
源丰富，森林覆盖率８３％，栽植树种以马尾松、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湿地松
（Ｐｉｎｕｓ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Ｅｎｇｅｌｍ．）、柏木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Ｅｎｄｌ．）、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Ｃａｒｒｕｔｈ．）为主，有
植物１３８科２０４属［１６］。太子山的马尾松属于两广

马尾松（亦称枞松），主要的抚育措施为择伐。择伐

是根据林木长势和郁闭度来进行，择伐的原则是“伐

大留小”。从马尾松林龄１０ １５ａ开始第１次择
伐，此后大约每１０ａ进行１次疏伐，直到马尾松长到
成熟林阶段为止。

１．２　标准地设置
本研究采用样地调查和时空替代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２０１７年分别在林龄为９ａ（幼龄林）、１８ａ（中
龄林）、２８ａ（近熟林）、４８ａ（成熟林）的４个马尾松
人工林龄级组中各布置３个３０ｍ×３０ｍ的样地，共
计１２个样地。再在２５ａ生同龄马尾松人工林低密
度（１０８８ １３１１株·ｈｍ－２）、中密度（１３６６
１６００株·ｈｍ－２）和高密度（１９８８ ２６４４株·
ｈｍ－２）３种不同密度的林分中各布置３个３０ｍ×３０
ｍ的样地，共计９个样地。不同林龄和不同密度共

有调查样地２１个。
１．３　调查指标与方法

２０１７年８月对标准地进行每木检尺，并采用分
层频度法在标准地内临近四角以及正中央处设置５
个５ｍ×５ｍ的小样方，调查样方内主林层、演替层
以及更新层树种频度［１７］。统计主要树种及其他阔

叶树种（随遇种）的分层频度。

同时在每个小样方中心１．５ｍ高处使用 Ｈｅｍｉ
ｖｉｅｗ冠层分析系统对冠层进行采样，再利用Ｓｉｄｅｌｏｏｋ
软件处理并计算得到该样方处的林下透光率及标准

地的平均林下透光率。

１．４　数据处理
根据特卡钦科法对森林更新进行评价得到乔木

层树种的更新等级［１７］。样地内的演替树种的空间

分布格局指标采用方差均值比 Ｃ和聚块系数［１８］。

物种多样性的指标采用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
和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对多样性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和对乔木幼苗密度的相关性分析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
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马尾松人工林树种组成及物种多样性

表１表明，太子山地区马尾松人工林的乔木树
种较为丰富，调查样地内共出现２１科２５属２８种乔
木树种。其中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和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都含有 ３个种，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和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各有２个种，其余１７科均只含１个种。

表１　马尾松人工林群落乔木树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ａｒｂｏｒ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树种类型Ｔｙｐｅｏｆ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树种名称Ｎａｍｅｏｆ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先锋树种Ｐｉｏｎｅ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 马尾松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Ｌａｍｂ．

过渡树种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ｓｅｒｒ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Ｍａｋｉｎｏ、朴树Ｃｅｌｔｉｓｓｉｎｅｎ
ｓｉｓＰｅｒｓ．、榆树 ＵｌｍｕｓｐｕｍｉｌａＬ．、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Ｃａｒｒｕｔｈ．、枫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栓皮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Ｂｌ．、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梧桐 Ｆｉｒｍｉａｎａ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ａ（Ｌ．
ｆ．）Ｍａｒｓｉｌｉ、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复羽叶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Ｆｒａｎｃｈ．、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Ｇａｅｒｔｎ．、梓ＣａｔａｌｐａｏｖａｔａＧ．Ｄｏｎ、君迁子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ｌｏｔｕｓＬ．、三角槭Ａｃｅｒ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Ｍｉｑ．、杜英Ｅｌａｅ
ｏｃａｒｐｕｓ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Ｈｅｍｓｌ．、乌桕Ｓａｐｉｕｍ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Ｌ．）Ｒｏｘｂ．、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Ｄｕｒａｚｚ．、槐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ｉｎｎ．、对节白蜡（湖北腀）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Ｃｈｕ，ＳｈａｎｇｅｔＳｕ、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ｍ
Ｍａｘｉｍ．、椿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圆柏 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ｎｔ．、苦楝
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Ｌ．、白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ｆａｂｒｉＨａｎｃｅ、槲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ｌｉｅｎａＢｌ．

顶级树种

Ｃｌｉｍａｘｓｐｅｃｉｅｓ
短柄粃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ｅｒｒ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ｖａｒ．ｂｒｅｖ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Ａ．ＤＣ．）Ｎａｋａｉ、樟树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Ｌ．）Ｐｒｅｓｌ、冬青Ｉｌｅ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ｉｍ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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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马尾松人工林演替趋势分析
研究表明：９ａ幼龄林的乔木树种组成中（图

１Ａ），马尾松在主林层占比达９５．３％。演替层与更
新层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少，只有樟树和苦楝２种乔
木树种。

１８ａ中龄林时期（图１Ｂ），马尾松在主林层的占
比达７９％，在主林层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但经过１
次择伐后密度已降低。在演替层和更新层出现了其

他树种，其中樟树最多，幼树和幼苗（更新层与演替

层之和）的密度达到了５１４７．３株·ｈｍ－２；其次为杉
木。随遇种包括合欢、朴树、君迁子、乌桕、黄连木、

枫香。

在２８ａ近熟林时期，林分中主要乔木树种与１８
ａ中龄林一致（图１Ｃ）。主林层马尾松经过２次择
伐密度继续下降，从１８ａ时期的１３７７．６４株·ｈｍ－２

下降到了１１７７．６６株·ｈｍ－２，主林层马尾松的占比
下降到６７．５％。此阶段幼树幼苗密度最高的分别
是杉木和冬青。随遇种包括合欢、朴树、乌桕、黄连

木、榉树和桑树。

４８ａ的马尾松成熟林（图１Ｄ）的主要乔木树种
增加了短柄粃栎，其他主要树种与２８ａ近熟林时期
相同。由于人工林经过了３次择伐，其主林层密度

下降到了１０２２．１２株·ｈｍ－２，占比下降至４２．８％。
主林层中的非马尾松树种从近熟林时期的４８０．１株
·ｈｍ－２提高至１２５３．５株·ｈｍ－２。此阶段幼树幼苗
密度最高的分别是杉木和短柄粃栎。随遇种包括合

欢、朴树、枫香、乌桕、黄连木、梧桐、复羽叶栾树、无

患子、三角枫、对节白蜡、梓树和杜英。

对各个龄级组的马尾松人工林乔木树种分析发

现，樟树、冬青、苦楝、杉木在中龄林、近熟林和成熟

林中均属于进展种，短柄粃栎仅在成熟林时期成为

进展种。随着林龄的增加，幼树幼苗的密度呈现出

先上升，在近熟林时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又降低的趋

势（图２）。
２．３　更新演替层乔木树种的空间分布格局

表２为各个龄级组的马尾松人工林中更新演替
层主要树种的空间分布格局。樟树在各龄级组的马

尾松人工林中均表现为随机分布，其聚块指数从９ａ
开始一直上升，至４８ａ时略微下降。冬青在１８ａ为
随机分布，在２８ａ和４８ａ为聚集分布。苦楝在各个
龄级组的马尾松人工林中均表现为随机分布。杉木

在１８、２８、４８ａ的龄级组均为聚集分布。短柄粃栎
在２８、４８ａ也表现为聚集分布。

图１　乔木树种在各层的密度
Ｆｉｇ．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ｒｂｏｒ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ｌａｙ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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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龄级主要树种的空间分布格局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ａｉｎａｒｂｏｒ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ｃｌａｓｓ

林龄

Ａｇｅ／ａ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 ｔｔｅｓｔ

聚块系数

Ｐ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
格局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９ 樟树（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ｌ） ０．７９ －０．５７ ０．２０ Ｒ

苦楝（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Ｌ．） ０．７９ －０．５７ ０．２０ Ｒ
１８ 樟树（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ｌ） ３．４６ ６．５１ １．３３ Ｒ

冬青（Ｉｌｅ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ｉｍｓ） ３．１７ ５．７３ １．６３ Ｒ
苦楝（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Ｌ．） ２．５９ ４．２１ １．８５ Ｒ
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 ２３．６３ ５９．８８ ３．６３ Ｃ

２８ 樟树（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ｌ） ２．１６ ３．０６ １．５３ Ｒ
冬青（Ｉｌｅ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ｉｍｓ） １２．５３ ３０．４９ １．８３ Ｃ
苦楝（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Ｌ．） １．８６ ２．２７ ２．４３ Ｒ
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 ４２．６６ １１０．２２ ４．０９ Ｃ

４８ 樟树（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ｌ） １．６９ １．８４ １．１８ Ｒ
冬青（Ｉｌｅ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ｉｍｓ） ５．４０ １１．６５ ２．８４ Ｃ
苦楝（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Ｌ．） １．１１ ０．２８ ２．５６ Ｒ
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 ５６．９５ １４８．０１ １．１３ Ｃ
短柄粃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ｅｒｒ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ｖａｒ．ｂｒｅｖ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Ａ．ＤＣ．）Ｎａｋａｉ） ９．４４ ２２．３３ ９．６５ Ｃ

　　注：表中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极显著。Ｃ：集群分布；Ｒ：随机分布。
ｔｔｅｓ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ｔｔｅｓ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Ｃ：Ｃｌｕｍｐ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４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变化
不同龄级组马尾松人工林各层物种多样性变化

研究表明（图３），更新层树种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
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波动
上升形式（图３Ａ）。演替层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
随龄级组增加而逐渐上升的趋势，均匀度则呈先上

升后降低再上升的形式（图 ３Ｂ）。主林层的 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与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则均呈逐渐上
升的趋势（图３Ｃ）。各层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均
在４８ａ时期达到最大。主林层和更新层的均匀度
都是在４８ａ时期最大，而演替层的均匀度在１８ａ时
期最大。

图２　各龄级组更新演替层密度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ｒｂｏｒｔｒｅｅ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ａｎｄｙｏｕｎｇ

ｔｒｅ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ａｇｅｃｌａｓｓ

Ａ：更新层树种多样性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演替层树种多样性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主林层树种多样性

Ｏｖｅｒｓｔｏｒｙｌａｙ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图３　马尾松人工林在不同演替阶段乔木树种多样性动态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ｃｌ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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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透光率和林分密度对树种演替的影响
马尾松人工林的林下透光率随着林龄的增加有

上升的趋势，但不同林龄之间透光率无显著性差异

（图４）。

图４　各龄级马尾松人工林平均透光率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ｉｇｈ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ｃｌａｓ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透光率对演替层的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有显著正影响
（Ｐ＜０．０５），对更新层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有极显著正影响（Ｐ＜０．０１）。通
过对比图３Ａ与图４并进一步分析发现，透光率与更
新层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极
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

对不同密度２５ａ马尾松人工林的研究表明，随
着林分密度的增大，演替层、更新层以及幼苗幼树密

度均呈下降趋势（图５）。相关分析显示，林分密度
与演替树种的幼树幼苗的密度（更新层与演替层密

度之和）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林分密度与更
新层密度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而透光率与更
新层以及演替层密度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图５　更新演替层密度随主林层密度变化

Ｆｉｇ．５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ｏｖｅｒｓｔｏｒｙ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　讨论
３．１　鄂中地区马尾松人工林的群落演替趋势

研究区马尾松的自然更新水平非常低，这与彭

少麟等［１０］对马尾松人工林的更新研究的结论相同。

主要原因是马尾松为阳性树种，光补偿点高，林下幼

苗不耐荫，在缺乏阳光的林下较为弱势［１０，１９］。因

此，马尾松的衰退不可避免，但其作为先锋树种，可

以为阔叶树种幼苗创造较为适宜的生长环境。

由于在各个林龄阶段中的演替阔叶树种均为进

展种而没有出现任何巩固种，因此可以认为太子山

马尾松人工林在４８ａ之后的演替过程中，马尾松所
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小，其他树种的占比将会越来

越高，但由于未来没有人工林窗的产生，自然更新和

种子扩散都会受到影响，演替的速度可能会比进行

择伐时有所下降［２０］。

种群空间分布格局反映的是种群个体在水平空

间的分布情况，由物种的生物学特征和环境共同决

定［２１］。乔木树种的空间分布格局会随着演替的进

程而不断变化，因此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动态也可

以作为一个维度来反映演替的状况与趋势［２２］。随

着林龄的增加，演替树种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由随

机分布向聚集分布转变。种子的散布性是影响幼树

幼苗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这表明更新层幼苗的来

源逐渐由外部扩散转变为内部更新［１１］。其中杉木

在１８ａ后的各时期均表现为强烈的聚集分布，说明
杉木具有很强的更新能力。樟树的幼苗密度很大，

但在各个时期的空间分布格局均表现为随机分布，

这可能是由于樟树幼苗的密度制约性死亡导致

的［２３－２４］。而苦楝的空间分布一直为随机分布，表明

苦楝自身的更新能力较弱，难以长期稳定存在。

研究显示，进入常绿阔叶林阶段后，群落物种组

成的变化幅度很小［２５］，因此本研究认为马尾松人工

林的顶级群落应为冬青、樟树、栎类为主的异层混交

林。苦楝虽然在２８ａ和４８ａ的马尾松人工林中都
是进展种，但是其在主林层的密度水平始终较低，空

间格局始终呈随机分布，因此苦楝的更新能力较差，

只是演替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树种。杉木虽然有较好

的更新能力，但是由于其生长需要的养分含量较

高［２６］，生长速度较慢，因此也不可能成为顶级

种［２７］。根据各个时期的马尾松人工林的树种组成

判断，随着林龄的增加，太子山地区的马尾松人工林

的树种组成大致为：马尾松纯林→马尾松 ＋杉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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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樟树＋短柄粃栎＋苦楝混交林→冬青＋樟树
＋短柄粃栎混交林。由于马尾松的寿命较长，而且
其高度优势和林龄优势使其近期在主林层中几乎没

有其他物种与其竞争，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马尾松都会在主林层中稳定存在而使群落成为

复层针阔混交异龄林。

３．２　树种演替的影响因素及树种多样性变化趋势
分析表明，透光率对更新层和演替层的多样性

具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透光率的增加促进

了更多演替树种的种子萌发所引起的［２８］，也可能

是更大的林隙提高了人工林林下微环境的异质性

所致［１４］。林分密度与幼树幼苗的密度显著负相

关，而透光率与幼树幼苗的密度无显著相关性，这

表明影响更新层与演替层树种生长的因素并非仅

仅是光照，而可能是多个受密度影响的因素共同影

响，如郁闭度、凋落物、土壤养分等［２９］。因此可以

认为，在一定密度范围内降低林分密度以增加林下

透光率，可有效地促进阔叶树种的演替和提高群落

多样性［１３－１４］。

由不同龄级组的主林层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趋势

可以认为，４８ａ生时期的马尾松人工林群落属于先
锋树种和演替树种共生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乔木

层的物种多样性处于整个群落演替时期的较大值，

此时演替树种还未充分利用择伐后的林窗，因此未

来物种多样性还有增加的空间。但随着群落演替逐

渐到达顶点，先锋树种和过渡树种逐渐被淘汰，优势

阔叶树种的优势逐渐扩大，乔木树种的多样性可能

会略微下降，随后逐渐趋于稳定［３０－３２］。

４　结论
太子山马尾松人工林群落的顶级群落形式应为

冬青、樟树、栎类为主的异层混交林。透光率对更新

层和演替层树种幼苗的多样性具有显著影响，而林

分密度则与更新层与演替层的幼苗幼树的密度存在

显著负相关。随着林龄的增长以及择伐效果的累

积，太子山地区的马尾松虽然在林龄４８ａ的成熟林
中的占比已经下降至４２．８％，但是演替树种在主林
层的密度仍较低，主要的阔叶树种樟树、冬青、苦楝、

短柄粃栎的密度都不足４００株·ｈｍ－２，这表明马尾
松占比下降的主要因素还是择伐造成的，阔叶树种

还未充分利用择伐后产生的生存空间。单个阔叶树

种的最高幼树幼苗密度为１８ａ的中龄林时期的樟
树，达到了 ５１４７．３株·ｈｍ－２，仅仅达到更新中等

水平。

在所研究的４个时期均没有出现更新良好的阔
叶树种。因此，在太子山地区除了进行择伐或间伐

来增加林窗外，还应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人工促进

更新。由于马尾松人工林中未分解的松针起到增加

机械阻碍的作用，导致林地内的死地被层较厚，影响

了种子与土壤的接触［３３］，抑制了林下幼苗幼树的萌

发及生长。因此可以在部分更新较差的区域适当除

去林地内部分枯枝落叶层使土表裸露，并人工补植

补种优势阔叶树种或乡土树种来进行辅助更新演

替。此外，太子山地区松毛虫为害较重，可以在择伐

后的林窗下人工补植更多的对松毛虫有抑制作用的

阔叶树种幼苗，如枫香、麻栎或楠木［３４］，作为抑制松

毛虫的长效管理机制，在增加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物

种多样性的同时，也可以起到促进马尾松人工林保

护与演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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