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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松纯林近自然化改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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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云南松的纯林经营使得生物多样性降低、林分稳定性变差、遗传品质退化、
林分生产力下降，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功能衰退。针对这些实际情况，本文依据国内外研究成果
对云南松纯林近自然化改造的技术和理论进行了探讨，为恢复云南松群落的生态功能和经济
功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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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如）是云南省的主要森

土壤和改善生物多样性。我国南方对杉木纯林的近

林植被类型之一，占全省林地面积的５２％、占有林

自然化改造试验也证明，这种育林制度不仅能够解

地蓄积的３２％…，在国土保安和林产品生产中占有

决纯林的生态问题，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经费。本

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云南松８０％为纯林，生物

文试图以云南松为对象来探讨纯林近自然化改造问

多样性低、林分稳定性差、遗传品质退化、林分生产

题，期望通过利用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使

力下降。上述纯林问题在林业发达国家也遇到过，

之形成接近自然组成、结构、功能和生态学过程的异

主要表现为病虫危害日益加剧、林分产量下降、地力

龄针阔混交林，以实现林产品（尤其是木材）的永续

衰退和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Ｌ２“Ｊ。针对纯林（尤其

生产和森林生态功能的持续发挥。

是针叶纯林）问题，各国相继提出了适合于自己实
际情况的育林制度及相应的技术措施。德国等欧洲
国家在“接近自然的林业”思想指导下，对云杉、冷

１

纯林近自然化改造概述

１．１近自然林业的含义及其成就

杉和松树纯林进行近自然化改造使其形成复层异龄

勃洛克和马耶认为“接近自然的林业”并不是

混交林，并通过目标树控育法引进和培育珍贵树种

回归到天然的森林类型，而是尽可能使林分建立、抚

（如山毛榉），不仅使生态功能得到明显改善，而且

育、采伐的方式同潜在的天然森林植被的自然关系

提高了经营者的经济收入。美国在“森林生态系统

相接近；要使林分能够进行接近生态的自发生产，达

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大力营造异龄混交林，以改良

到森林生物群落的动态平衡，并在人工辅助下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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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物质得到复苏”Ｊ。近自然化改造就是在“接近自

竞争能力，可形成优势种群并排斥其它树种侵入。

然的林业”思想指导下，根据该地区潜在的植被，充

同时，由于云南松林密度大，致使林冠下的植被极不

分利用森林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推行择伐作业以

发达。根据调查，云南松天然林内物种丰富度明显

及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使同龄纯林逐步

高于纯林，其科、属、种的数量分别为纯林的１１１％、

过渡为接近天然的复层异龄混交林。
德国在云杉纯林改造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

１４５％、２００％。

２．３地力衰退

验，如托特莫斯林业局采用团状择伐作业，砍去达到

根据调查，云南松纯林内枯落物９０％以上是松

采伐年龄的林木或清除不良木，使主要树种在不同

针。由于针叶含有单宁、蜡质和树脂等难分解的有

的光照下更新，已经形成小面积能够恒续发展的异

机物，不易分解和掺合，从而延缓了养分的吸收与循

龄混交林。同时，在混交林中引人山毛榉，带来显著

环。其次，松针的分解以酸性菌为主，土壤有机质分

的经济效益。自该局实行接近自然的林业经营原则

解矿质化导致土壤溶液趋向酸化，形成贫瘠的酸性

后，林木轮伐期延长、抚育量和人工造林减少、天然

土壤，使土壤肥力逐渐减退悼Ｊ。此外，云南松通常

更新增加，成本相应降低。更重要的是，由于天然更

采用的皆伐、全树利用和炼山作业，不仅从林地内移

新和成熟林木的顺利过渡，森林形成了良好的异龄

走大量养分，而且使大量有机质毁于火烧。

混交结构，达到了林业经营的稳定性和经济性∞１。

２．４林分生产力下降
根据调查，云南松天然林内扭曲、弯曲个体占

１．２近自然林业的经营目标

近自然林业的经营目标是建立复层异龄混交林

１％左右，而人工纯林内则超过了１５％。由于个体

或恒续林，即通过实施一系列的育林措施（如择伐

扭曲、弯曲导致林分的出材率减小，从而使林分的生

及团状伐、推行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

产力下降。同时，云南松的纯林连栽也会导致生产

同时将人为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并且不影响森林的

力下降。Ｋｅｅｖｅｓ（１９６６）研究认为，辐射松第二代则

结构和景观ｏ¨，使同龄纯林逐步过渡为接近天然的
万方数据

在８５％的土地上生产力平均下降２５％¨０Ｉ。我国人

复层异龄混交林。目前，德国等国家正在按照“接

工纯林连栽生产力下降最为突出的是杉木，根据中

近自然的林业”原则，建立“目标树定向控育”技术

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测定结果，第２代

和理论，因地而异建立异龄混交结构的恒续林经营

杉木胸径、树高和立木蓄积分别比同龄第１代杉木

体系，使林分不仅能够持续的生产木材，而且使林地

低１４％、ｌｌ％和３２％。此外，马尾松、杨树、桉树、落

一直处于林冠覆盖之下。

叶松和华山松都有连栽生产力下降的报道¨卜”３。

２

云南松的纯林问题

２．５林地生态系统自调节能力下降
人工纯林由于缺乏复杂的食物网结构，天敌少，

云南松林大都是在原有常绿阔叶林破坏后的各

而使森林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易于遭受病虫害攻击。

种迹地上依靠天然更新或人工更新发展起来的次生

根据统计，云南纯松常见的害虫有松毛虫、松梢螟、

林，其中纯林占了８０％以上，同时人工造林也以云

松梢卷叶蛾等３０多种，其中以松毛虫危害最为普遍

南松纯林占绝对优势¨Ｊ。云南松纯林存在一系列

和严重。其次，针叶纯林的枯落物主要是松针，因为

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遗传品质退化、生物多样性降

松针中含有蜡质和油脂，极易引起火灾¨４１。因此，

低、林分生产力下降等。

缓解和克服云南松纯林问题应着眼于调整生态系统

２．１遗传品质退化

结构、改善物种组成，以保持群落的稳定性和长期生

云南松长期以来的“拔大毛”采伐方式，使优良
母树不断减少。同时，由于人为的破坏和频繁的火
灾，导致云南松的生境日趋恶化，出现了适应这种生
态条件的劣种——地盘松和扭松［８］。而云南松的

产力。
３

云南松纯林近自然化改造的依据

３．１演替规律

天然更新能力强旧】，结果使云南松的遗传品质退

虽说群落的形成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自然选择过

化。另一方面，在造林时由于对林木良种工作重视

程，但稳定平衡还是演替的必然结果¨５｜。根据单元

不够，导致造林所用种子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从而也

顶极学说¨６｜，云南松分布在亚热带，其地带性植被

使云南松的遗传品质下降。

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但就目前而言，云南松林却

２．２生物多样性下降

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土壤贫瘠，加之

云南松天然更新能力强，喜光但耐干旱、瘠薄，

人活动频繁，使常绿阔叶林成长困难，而使云南松的

在不断的人为干扰和较差的立地条件下具有很强的

更新得以保持下去¨Ｊ。因此，通过减少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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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充分利用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可加速

造林窗，再以人工补植的方式促进其形成可持续经

云南松群落的演替进程。另一方面，云南松群落的

营、林分结构合理、立木结构良好的近自然混交林；

演替也符合多元演替顶极学说¨６｜，即在不同的地形

二是从半天然林的角度经营近自然混交林，即对自

部位，云南松群落的演替方向有所不同。根据对云

然更新强的半天然混交林，由于自然更新的混交树

南松天然林的调查，从山坡上部到山坡下部，物种的

种的幼苗、幼树数量已经达到营造近自然混交林的

组成越来越丰富，群落类型由云南松的单优群落向

基本要求，可采用疏伐的方式促进这些幼苗、幼树的

常绿阔叶林转变。以更新层树种的重要值来判断，

生长，就有可能以低成本方式营造高生态、社会及经

山坡上部将会演替成为滇油杉的单优群落；山坡中

济效益的近自然混交林。

部将演替成以滇油杉为主、黄毛青冈为亚优势树种

４．２纯林近自然化改造的方法

的针阔混交林；山坡下部将演替成为以黄毛青冈为

关于云南松纯林近自然化改造的方法，可以借

主，滇青冈、高山栲为伴生树种的常绿阔叶林。

鉴杉木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ＨＪ：（１）保育

３．２林窗更新

式造林法，即改变传统的造林方式、不炼山，有利于

根据森林更新的流动镶嵌体学说，林分更新总
是先发生在林窗。云南松是强阳性树种且天然更新

增加幼苗、幼树的种类和数量；造林稀植时，以利于

能力强，当林窗出现后，由于光照条件改善，云南松

上层木，人为的创造林窗（大小一般为树高的１～２

阔叶树侵人。（２）保育式疏伐法，即通过疏伐一些

就会很快更新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分郁闭度

倍），同时保留一些林下的植物和灌木，为混交树种

增加、光照强度减弱，云南松难以在其林下更新，耐

的天然更新创造条件。（３）无主伐乔木作业方式，

荫性的树种开始更新起来。但是，由于生境异质性

该法的理论基础是择伐，其优势在于总经营面积能

和树种的生物学特性的差异，这些树种通常呈斑块

保持高经济价值大径材生产的可持续性。择伐方法

状镶嵌分布。根据种群个体分布格局测定，云南松

可采用单株分散采伐成熟木，也可呈小群状采伐。

群落更新层的主要树种滇油杉、黄毛青冈、滇青冈均
万方数据

在采伐过程中，还应注意及时清理病腐木和虫害木，

呈集团分布。因此，随着演替进展，这些斑块之间可

伐后林分郁闭度在０．４以上。此外，也可以采用带

以不断交换位置，从而形成流动镶嵌体系，在更大的

状采伐法，即对林分进行带状采伐，并进行人工促进

空间尺度上保证了群落的稳定性。

更新形成带状混交林。

４

纯林近自然化改造的途径与方法

５

针对不同的林分起源和类型，应该采取不同对

５．１

云南松近自然化改造的关键问题
目标树单木控育参数

策实施近自然化改造。对于原始林，应该尽量采取

５．１．１

择伐和天然更新的方法，使林相不发生很大改变，并

采用目标树单木控育体系，其目标林相为针阔复层

目标林相云南松纯林的近自然化改造拟

力图保持景观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对

异龄混交林。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及其生态条件不

于次生林，应引导森林朝着进展演替的方向发展，增

同，因此不同地区混交的阔叶树种有所差异：滇西

加多样性、提高稳定性；对人工林，应着手实现林分

北、滇中、滇东北地区可选用旱冬瓜、菠萝栎、石栎、

内的树种混交以及树种的斑块镶嵌，增加景观多样

槲栎；滇东南着重于红木荷、西南桦；贫瘠的山地可

性，避免大面积纯林集中连片Ｌｌ ７｜。在我国，杉木已

选用毛青冈、麻栎、栓皮栎Ｌ１＇１８ Ｊ。其次，在同一地区，

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ＨＪ。

由于山坡不同部位的立地条件不同，云南松与阔叶

４．１纯林近自然化改造的途径

树混交的比例和树种也有所差别。具体的说，在山

借鉴国外以及我国杉木的经验，云南松的纯林

坡上部以云南松为主，云南松与阔叶树混交比例为

近自然化改造总体上可以从两种途径着手，即人工

９：１—８：２（或者是云南松纯林），可选择麻栎、栓

营造近自然混交林或将现有的林分改造为近自然的

皮栎作为混交树种；山坡中部云南松或滇油杉与阔

混交林。人工全面营造适合于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叶树混交比例为６：４—５：５，可选择旱冬瓜、蒙自

高，但难以形成共优群落的树种，其具体操作可分为

桤木作为混交树种；山坡下部云南松与阔叶树混交

两步。首先，根据树种间的关系确定造林模式，通过

比例为２：８（或者是纯阔叶林），阔叶树可选择黄毛

人工干扰调节种间关系，进行人工营造混交林。然

青冈、高山栲。

后，逐步过渡到由天然更新或半天然更新方式重建

５．１．２

其近自然混交林。改造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天

育体系中，将所有的林木四类：（１）用材目标树，是

然林角度经营近自然混交林，通过团状采伐、择伐创

主林层中需要长期保留、完成天然下种更新并达到

目标树及目标直径在目标树单木定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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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目标直径后才利用的优良林木；（２）生态目标树，为

定，即随时间、空问的变化，综合考虑初植密度、立地

增加乡土树种混交比例、提高林分结构或生物多样

条件、交通、经济条件等因子来确定合理的保留株

性等目标服务的林木（尤其是针叶林中的阔叶树）；

数。第一次的采伐强度不得超过５０％嘶１，林分的

（３）干扰树，影响１、２类目标树生长的、需要在近期

郁闭度保持在０．４—０．６之间比较合适。

或下一个检查期择伐利用的林木；（４）一般林木，近
期内不影响目标树生长可以保留并发挥作用的林

６

小结

木。但是，不同的云南松林分其目标树的选择标准

综上所述，开展纯林近自然化改造是实施云南

不同，在同龄的云南松人工林内，林冠整齐、单一，应

松可持续经营的有效途径。以用材目标树做为经营

该选择林冠上层长势好、形质优良的云南松做目标

利用对象和更新种源，不仅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

树；在云南松天然林内，树种多、垂直结构复杂，应该

益，而且能够不断地改善林分遗传结构，使林分逐步

选择长势好、形质优良的云南松、滇油杉、栎类为目

进人越采越好的状态；通过团状采伐或单株择伐创

标树。同时，目标树不仅要选择林冠层的大树，而且

造林窗，利用天然更新、引进阔叶树种及保留生态目

要选一些林冠下层的小树，这样能保证群落动态的

标树，可以增加森林生物多样性、有利于形成复层异

形成及林分的持续利用。目标树确定后，主要的问

龄混交结构，从而维持林地生产力以及整个森林生

题就是目标直径的大小。根据加工要求和云南松的

态系统的稳定性；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森林采育更

生长特点…，将云南松的目标直径暂定为４０

新，形成目标树和干扰树垂直结构的动态体系，从而

ｃｍ。

目标树的生长需要一定的

使森林不断地有木材生产以及使林地持续地处于植

空间，密度过大会影响目标树的生长，密度过小又难

被覆盖之下。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根据已有的研究

以充分发挥林地生产力。因此，根据目标树要尽量

成果和作者的调查资料，对云南松纯林近自然化改

５．１．３

目标树的密度

均匀的分布在整个林分内的原则以及直径和树冠的

造的技术参数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希望为下一步的

关系，求出目标树占地面积，据此确定其密度。德国
万方数据

工作提供理论和技术依据。其具体作业过程包括了

松树每公顷保留２００株目标树【Ｊ ９｜，马尾松纯林培育

五个连续的步骤，即确定目标林相、进行林木分类标

大径材的目标树的密度为每公顷４００—４５０株为

记（明确保留对象和采伐对象等）、计算采伐技术参

宜［２０’２１｜。根据云南松直径和树冠面积的关系心２】，当

数及实施采伐、人工引进阔叶树种、对改造效果进行

其目标直径为４０ ｃｍ时，可求出云南松的理论树冠

经济和生态评价，最终形成云南松纯林近自然化改

面积为５４．５３ ｍ２。所以，每公顷保留的云南松目标

造的配套技术。

树为２００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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