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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混交林生长和土壤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油松、侧柏是主根型树种，垂直根系主要
分布在４０－－－８０ ａｍ，沙棘为侧根型树种，根系主要分布在１０－一４０ ａｍ，二者分布协调，种间根系生长
无排斥现象。混交林平均高度、胸径、蓄积量、生物量较纯林高１４．５％、２７．４％、６２．２％、４２．１％；油
松、侧柏、沙棘混交林的叶量分别比纯林高１４．９％、１３．５％、６．３％／ｔ，叶绿素含量高２１．ｏ％、３６．８％、
３，１％，叶子中Ｎ、Ｋ。Ｏ、ＣａＯ含量较纯林高；混交林土壤容重和坚实度比纯林低９．６％和１８．ｏ％，孔
隙度、通气度、持水量和含水量比油松纯林分别提高１３．８％、２０．１％、１５．７％、４．８％，比侧柏纯林分
别提高７．９％、１１．６％、５．７％、１２．７％。不同土层土壤容重和坚实度由上到下逐渐增大，土壤中层持
水量、含水量最高，低层次之，表层最低；孔隙度和通气度表层较高，向下逐渐减少。混交林有机质、
全Ｎ、Ｐ２０５、速效Ｐ、速效Ｋ高于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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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

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和侧柏（Ｐｌａｔｙ－

柏和沙棘纯林各１块，样地面积６００ ｒｎ２，调查树高、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是黄土高原重要的水土保持和用

胸径、冠幅、枝下高、蓄积量和生物量等生长指标。在

材树种。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ｄｉｅｓ）是优良的多

样地内首先分树种逐株测定胸径、树高，按胸高断面

用途树种，除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外，还具有固氮改

积总和、林分平均高和平均形数三者的乘积计算蓄

土、防风固沙和较强的保持水土作用。沙棘作为伴生

积量。生物量测定是按径阶确定标准木的数量，株数

树种与油松、侧柏混交造林具有较高的经济、生态和

集中的中央径阶２＂－－３株，两端径阶各选１～２株，每

社会效益［１’２］。有关黄土区沙棘、侧柏、油松混交林改

株标准木伐倒后测定树干、枝、叶鲜重；地下部分根

善林分生长机理方面的研究很少，已报道的主要是

系生物量采用分层调查（每层２０ ｃｍ），以自然状态

小片沙棘与小叶杨、油松等树种天然混交林生长方

挖出，分别主根、侧根及长度测量，然后样品称重，带

面的调查研究，在人工混交林方面，主要是对沙棘与

回，在８５。Ｃ烘箱内烘至恒重，换算成各器官干物质

侧柏混交林改善小气候和防止水土流失以及增产方

重量［５１６］。

面的研辩３ｌ，且树龄在７

２．２针叶养分含量

ｃｌａｄｕｓ

ａ以下。为了深入研究侧

柏、油松与沙棘人工混交林机理，笔者从１９９９—

选择２～３株平均标准木，按树冠上、中、下３个

２００３年对２２ ａ生侧柏、油松与沙棘人工混交林地上

部位及东、南、西、北４个方位分别取针叶样品，充分

和地下多项生长指标和有关生理变化以及土壤理化

混合后进行测定。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氮含量，钒钼黄

性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旨在为黄土高原大

比色法测定磷含量，火焰光度计法测定钾含量，ＥＤ－

力发展人工混交林提供科学依据。

ＴＡ滴定法测定钙和镁含量。采用７２１型分光光度

万方数据
１试验地概况

计测定叶绿素含量［７］。
２．３土壤理化性质

试验地设在陕西省麟游县崔木乡秦家沟村，地
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１

采用常规的土壤盒、环刀和烘干称重法测定土

１ＴＩ。年平

壤含水量、容重、比重、毛管空隙度和非毛管空隙度。

均气温９．２＂Ｃ，年降水量６４０．４ ｍｍ，年蒸发量８０６

土壤坚实度用坚实度计法测定。有机质用重铬酸钾

ｍｍ。干燥度１．１～１．３。立地条件为阳向沟坡中下

氧化法测定，电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采用常规

部，坡度２５。＂－＇３０。。土壤为黄绵土，该土种性绵易蚀，

方法测定［８～ｌＺ］。

１５０＂－１ ３２０

土壤平均有机质含量为１０．８ ｍｇ·ｋｇ～，电解氮
４４．５

ｍｇ·ｋｇ一，速效磷３．５ ｍｇ·ｋｇ～，速效钾３１．８

ｍｇ·ｋｇ～，ｐＨ值７．ｏ～７．５［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混交林与纯林生长量、蓄积量比较

沙棘与油松混交林、沙棘与侧柏混交林以及油

对混交林油松、侧柏、沙棘与纯林油松、侧柏、沙

松、侧柏纯林是１９８１年栽植的人工林，混交林配置

棘相同树种生长指标进行丁检验，可以看出（表１），

为２行油松或侧柏，１行沙棘。油松和侧柏株行距

除混交林中沙棘的胸径和冠幅差异不显著外，其余

为１．５ ｍ×２．０ ＩＴＩ，初植密度约为２ １００株·ｈｍ～，

指标差异均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沙棘与油松、侧柏

沙棘株距为１．５ ｍ，初植密度１ ２００株·ｈｌＴｌ－２ ｏ纯林

混交林内乔木的树高分别较纯林高１１．１％和

株行距为１．５

１４．１ ０Ａ，胸径分别增大２３．９％和１９．ｏ ０Ａ，冠幅增大

１ＴＩ×２．０

１ＴＩ，初植密度３ ３００株·

ｈｍ～。１９９９年混交林密度３ ５５８株·ｈｍ～，纯林为

１９．４％和１８．２％，枝下高增高２８．６％和２６．７％。沙

２７０株·ｈｍ～。不同类型林分的立地条件基本相

棘与油松、侧柏混交林蓄积量较油松、侧柏纯林增大

３

３８．５ ０Ａ和２４．９％。研究表明，虽然纯林单位面积林

同。

木个体数量多，但蓄积量却小于混交林。混交林不但

２研究方法

生长量较纯林大，而且林木枝下高较大，自然整枝较

２．１林分生长量与生物量

好，林分质量较高。

选择油松与沙棘、侧柏与沙棘混交林，油松、侧

２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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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表１混交林与纯林生长量和蓄积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ｘ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ｅ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差异显著；＊＊差异极显著。

３．２混交林与纯林生物量（干重）比较

可看出，混交林与纯林干、皮、枝、根占总生物量的比

由表２可知，混交林中，油松（乔木）生物量为

例基本相等，但混交林乔木树种平均叶量所占比例

ｔ·ｈｍ～，比纯林高４８．８％；侧柏（乔木）为

较纯林高３８．３％。这一结果说明，混交林由于叶量

ｔ·ｈｍ～，比纯林高３５．３％；沙棘纯林生物量

多，所以总叶面积大，制造的营养物质较多，因此，林

１０６．９６
７６．０５

与混交林差异较小。由林分生物量的生产结构比例

分生长较好，木材蓄积量高。

表２混交林与纯林生物量（千置）及分配比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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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纯林与棍交林树种株树相同。

３．３混交林与纯林根系生长比较

土层，二者分布协调，种间根系生长无排斥现象。混

研究表明（表３），混交林具有良好的叶和根系

交林平均水平根幅较油松、侧柏纯林大２２．８％，细

的空间分配。油松和侧柏均为深根性树种，７０％的

根水平分布范围大１３．８％，水平根条数多２６．１％，

主、侧根量集中分布于４０＂－８０ ｃｍ土层，营养根呈

总长度大４２．２％，最长根大１０．９％；垂直根平均深

簇状疏散分布。沙棘为侧根型树种，无明显主根，根

大２．９％，根条数多２０．ｏ％，总长度大３．１％，而沙

系分布浅而密集，主要根系集中分布于１０＂－４０

棘纯林与混交林沙棘各指标差异很小或无差别。

ｅｍ

表３混交林与纯林根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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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混交林与纯林叶量、叶绿素及叶片养分含量比较

由表５看出，油松与沙棘和侧柏与沙棘混交林地

表４表明，混交林中油松、侧柏、沙棘的叶量含

土壤容重比纯林分别减少了６．３％和１２．９％，坚实度

量分别比纯林高１４．９％、１３．５％、６．３％，叶绿素含

分别减少了１７．７％和１８．２％，孔隙度、通气度、持水

量分别比纯林高２１．ｏ％、３６．８％、３．１％，有利于林

量和含水量比油松纯林分别提高了１３．８％、２０．１％、

分的光合产物合成。混交林中，油松、侧柏、沙棘叶子

１５．７％和４．８％，比侧柏纯林分别提高了７．９％、

养分中Ｎ含量分别较纯林高１２．４％、９．４％、０．４％，

１１．６％、５．７％、１２．７％。不同土层土壤容重和坚实度

Ｋ２０含量分别较纯林高２４．９％、６．４％、２．７％，Ｃａ０

由上到下逐渐增大，持水量、含水量中层最高，低层次

含量分别较纯林高０．７％、０．６％、１．６％，而Ｐ：０。和

之，表层较低；孔隙度和通气度表层较高，向下逐渐减

ＭｇＯ含量混交林与纯林基本相等。

少，而沙棘纯林与混交林各指标差异很小。

３．５混交林对林地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改善作用
表４混交林与纯林叶量、叶面积、叶绿素及针叶养分含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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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混交林与纯林土壤理化性状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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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松与沙棘混交林有机质、全Ｎ、Ｐ。０。、速效Ｐ、

孑Ｌ隙度和通气度表层较高，向下逐渐减少，沙棘纯林

速效Ｋ较纯林分别增加了１０．１％、２２．８％、２１．３％、

与混交林各指标差异很小。有机质、全Ｎ、Ｐｚｏｓ、速效

２６．９％、１５．４％，侧柏与沙棘混交林地较纯林分别增

Ｐ、速效Ｋ较油松、侧柏、沙棘纯林高。

加了２３．９％、３６．２％、１．３％、８．５％、２．４％。不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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