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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实验采用典型样地法，在岷江干旱河谷汶川、理县、茂县，对辐射松纯林、辐射松+岷江柏针叶混

交林、辐射松+刺槐+岷江柏针阔混交林物种多样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辐射松人工林乔木层常见有伴

生树种臭椿；灌木层有优势种胡枝子；草本层蒿属植物有较大更新潜力；物种丰富情况总体表现为草本层>灌
木层>乔木层，林下以菊科、禾本科、豆科为主。（2）5~20 年间，随着时间延长，辐射松纯林平均树高、胸

径生长速度加快，但林下灌草物种数量逐渐减少，植被盖度降低；辐射松+岷江柏针叶混交林平均树高、胸径

生长量偏低，林下灌草物种数量变化不大；辐射松+刺槐+岷江柏针阔混交林平均树高、胸径生长量增加缓慢，

但林下灌草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呈上升趋势。（3）在岷江干旱河谷造林实践中，可以将密度适宜的辐射松+刺
槐+岷江柏针阔混交林作为主要造林模式，对于待抚育的辐射松纯林，可以间伐后补植刺槐、臭椿、胡枝子等

乡土树种，增加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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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四川西部干旱河谷地区

天然植被利用不当，原生植被已砍伐待尽，干旱河

谷长期被灌丛所侵占[1]。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岷

江上游汶川、茂县、理县等地引种并营造了大面积

的辐射松林，成为我国引种辐射松种植面积最大的

区域[2]，气候匹配研究显示，阿坝州干旱河谷地区有

2.6万 hm2 土地适宜辐射松生长[3]。在岷江上游干旱

河谷地区，引种栽培的辐射松表现出耐旱、抗寒、

耐瘠薄和生长快的特征[4]，但是林分密度太高，辐射

松会受到水分胁迫[5]。李梅[6] 提出在岷江上游干旱河

谷生态恢复与重建中，引种的辐射松可与油松等乡

土树种镶嵌种植，以增加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提高

群落生产力水平。针叶人工纯林存在林层单一、种

植密度大、林分成熟期一致和自我更新比例低等问

题[7]。陈文静等[8] 研究指出，长时间大面积栽植油松

纯林会导致林分结构简单，森林资源质量下降，自

然更新受阻，林下生物多样性低下等一系列问题，

从而造成整个林分稳定性差，抵抗干扰的能力弱[9, 10]。

与纯林相比，人工混交林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显著

增加、系统稳定性和抗逆性增强，有效改良土壤理

化性质、促进林木可持续生长，形成“自养型”的

森林生态系统[11]。因此，营造适宜的、种间关系协

调的混交林生态系统是维护和改造林地生产力，保

护和发展生物多样性，提高人工林稳定性与可持续

性的有效措施之一[12]。

研究拟以岷江干旱河谷辐射松纯林、辐射松+岷

江柏针叶混交林、辐射松+刺槐+岷江柏针阔混交林

3种模式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其生物多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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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林下植被变化情况，评价其植被恢复成效，为

干旱河谷区域规模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汶川、理县、茂县，属于岷江流

域干暖河谷区。该区域风速大、“焚风效应”显

著；光照充足，年日照时数多在 2 000 h以上；温差

大，1月和 7月平均温差 20 ℃ 以上；气候干燥，年

均降雨量大多不足 600 mm，年均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3~4倍；地形切割强烈，山高坡陡、河谷深邃、相对

高差大多超过 1 000 m；地质破碎，滑坡、泥石流、

崩塌等地质灾害频发；土壤类型主要为山地褐土，

土壤贫瘠，土层薄、石粒含量高、有机质含量低；

植被盖度极低，主要植被类型为小叶灌丛、扭曲散

生的松林等。 

1.2    调查方法

样地设置见表 1，以树龄 5~20年的辐射松人工

林为研究对象，选择 100%辐射松（模式 1纯林）、

6辐射松 4岷江柏（模式 2针叶混交林）、6辐射松

2刺槐 2岷江柏（模式 3针阔混交林）共 3种人工造

林模式，按照样地选择标准，分别设置实验样地，

调查其植被多样性。样地海拔 1 300~2 000 m，均位

于下坡位，坡度 25~40°，造林密度2 500株·hm2 左

右。每个样地设置乔木调查样方 3个，每个样方大

小为 20 m×20 m；沿样方四个顶点方向设置 4个灌木

调查样方，大小为 5 m×5 m；在每个灌木样方内，沿

对角线设置 3个草本调查样方，大小为 1 m×1 m。

 
表 1    辐射松人工林样地设置表

Tab.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sample plots of P. radiata plantation

造林模式 模式号 林龄/a 坡向 地理位置

100%辐射松

1-1 5 阳 汶川县绵虒镇绵丰村，坐标：103°29'50"E，31°21'29"N

1-2 10 阳 汶川威州镇新桥村，坐标：103°33'50"E，31°27'41"N

1-3 20 阴 汶川威州镇秉里村，坐标：103°35'54"E，31°28'35"N

6辐射松4岷江柏

2-1 5 阳 理县杂谷脑镇新隆村，坐标：103°9'53"E，31°26'36"N

2-2 10 阳 汶川威州镇万村，坐标：103°33'27"E，31°26'58"N

2-3 20 阴 理县蒲溪沟沟口，坐标：103°14'44"E，31°31'26"N

6辐射松2刺槐2岷江柏

3-1 5 阳 茂县桥面沟共青林，坐标：103°49'16"E，31°39'45"N

3-2 10 阳 理县薛城镇沟口，坐标：103°14'49"E，31°31'36"N

3-3 20 阴 茂县静州村小庙山，坐标：103°51'43"E，31°41'32"N

 
 

在植物生长季的 6—8月份开展样地调查，测定

和统计内容有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林下植被

生物量[13]。 

1.3    物种多样性计算

根据样地资料，计算各物种的相对密度、相对

频度和相对显著度（相对盖度）和重要值（important

value， IV）。采用 Margalef丰富度指数、Simpson

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ner信息指数、Pielou均

匀度指数来综合评价人工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13]。

用 Excel软件进行基础数据统计；单因素方差分

析（one-way ANOVA）和最小差异显著法（LSD）

进行比较分析；SPSS 19.0统计软件完成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造林模式下人工林主要物种组成

调查共记录到维管束植物 110种，其中乔木

8种，灌木 27种，草本 75种；灌木层胡枝子更新潜

力较大，处于优势地位；草本层以菊科（24种）、

禾本科（8种）、豆科（5种）为主，菊科蒿属植物

占草本层总物种数的 30%左右。总体来说，纯林物

种数量少于混交林，物种丰富情况均表现为：草本

层>灌木层>乔木层（见表 2和表 3）。
随着林龄增加，辐射松纯林物种数量由 26种减

少到 17种，总体呈减少趋势；乔木层少有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盐肤木（Rhus chinensis）

四川林业科技 2021 年　第 42 卷　第 4 期

62



表 2    不同造林模式下乔木层主要物种组成及重要值
Tab. 2    Mai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important value of tree layer under different afforestation models

主要物种
100%辐射松 辐射松+岷江柏 辐射松+刺槐+岷江柏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辐射松（Pinus radiata） 66.56 100 80.09 77.11 48.74 73.19 44.10 53.77 62.84

岷江柏（Cupressus chengiana） 22.89 16.32 26.81 14.98 11.81 5.93

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 28.25 20.11 13.81

盐肤木（Rhus chinensis） 12.58 5.02

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 20.86 9.14 8.72

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 5.75 34.94 12.67 14.31 8.72

表 3    不同造林模式下灌木、草本层主要物种组成及重要值
Tab. 3    Mai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important value of shrub and herb layer under different afforestation models

模式 总种数 重要值前5物种

1-1
灌木7种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32.83）、黄栌（Cotinus coggygria）（15.06）、羊蹄甲（Bauhinia

purpurea）（12.37）、白花蔷薇（Rosa albertii）（11.92）、野花椒（Zanthoxylum simulans）（11.51）

草本6种 青蒿（Artemisia carvifolia）（24.02）、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15.37）、飞蓬草（Erigeron acer）
（11.34）、中华山蓼（Oxyria sinensis）（9.40）、牛筋草（Eleusine indica）（5.85）

1-2

灌木4种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35.25）、黄连木（Pistacia chinensis）（30.55）、火棘（Pyracantha
fortuneana）（21.23）、羊蹄甲（Bauhinia purpurea）（12.97）

草本6种
白莲蒿（Artemisia sacrorum）（25.41）、荩草（Arthraxon hispidus）（20.62）、野菊（Chrysanthemum
indicum）（20.31）、天名精（Carpesium abrotanoides）（11.90）、狭叶珍珠菜（Lysimachia
pentapetala）（11.82）

1-3
灌木5种

杠柳（Periploca sepium）（36.05）、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24.42）、悬钩子（Rubus
corchorifolius）（15.77）、白刺花（Sophora davidii）（14.49）、南蛇藤（Celastrus orbiculatus）
（9.27）

草本8种 刺儿菜（Cirsium setosum）（16.96）、金丝草（Pogonatherum crinitum）（15.84）、铁线莲（Clematis
florida）（15.06）、龙葵（Solanum nigrum）（14.38）、青蒿（Artemisia carvifolia）（11.44）

2-1
灌木5种 小叶鼠李（Rhamnus parvifolia）（36.72）、白刺花（Sophora davidii）（30.59）、匍匐栒子（Cotoneaster

adpressus）（12.24）、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10.39）、迎春花（Jasminum nudiflorum）（10.06）

草本13种 青蒿（Artemisia carvifolia）（16.86）、白莲蒿（Artemisia sacrorum）（16.61）、牛膝菊（Galinsoga
parviflora）（13.48）、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8.31）、藜（Chenopodium album）（7.85）

2-2

灌木4种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37.82）、元宝槭（Acer truncatum）（24.68）、三颗针（Berberis
diaphana）（19.67）、榆树（Ulmus pumila）（17.82）

草本13种
野菊（Chrysanthemum indicum）（13.84）、小蓬草（Conyza canadensis）（10.97）、蓝花参
（Wahlenbergia marginata）（10.12）、长柄山蚂蝗（Podocarpium podocarpum）（9.65）、苣荬菜
（Sonchus arvensis）（7.93）

2-3
灌木3种 大叶醉鱼草（Buddleja davidii）（40.83）、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29.98）、小蓝雪花

（Plumbagella micrantha）（29.19）

草本14种 披碱草（Elymus dahuricus）（25.67）、小蓬草（Conyza canadensis）（13.21）、青蒿（Artemisia
carvifolia）（11.77）、艾蒿（Artemisia argyi）（11.32）、白莲蒿（Artemisia sacrorum）（9.38）

3-1
灌木6种 木藤蓼（Fallopia aubertii）（22.68）、旱柳（Salix matsudana）（19.88）、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

（18.34）、牛皮消（Cynanchum auriculatum）（15.84）、白刺花（Sophora davidii）（13.37）

草本17种 艾蒿（Artemisia argyi）（15.38）、青蒿（Artemisia carvifolia）（13.83）、益母草（Leonurus artemisia）
（13.56）、一年蓬（Erigeron annuus）（9.48）、牛膝菊（Galinsoga parviflora）（9.04）

3-2
灌木7种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31.07）、白刺花（Sophora davidii）（16.73）、小蓝雪花（Plumbagella
micrantha）（14.12）、羊蹄甲（Bauhinia purpurea）（12.57）、匍匐栒子（Cotoneaster adpressus）
（12.10）

草本15种 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30.01）、角蒿（Incarvillea sinensis）（19.02）、知风草（Eragrostis
ferruginea）（9.57）、青蒿（Artemisia carvifolia）（8.15）、狗尾草（Setaria viridis）（5.89）

3-3
灌木8种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23.78）、悬钩子（Rubus corchorifolius）（22.04）、白刺花（Sophora

davidii）（18.49）、元宝槭（Acer truncatum）（8.22）、插田泡（Rubus coreanus）（7.94）

草本20种 艾蒿（Artemisia argyi）（25.23）、溪黄草（Rabdosia serra）（9.59）、白莲蒿（Artemisia sacrorum）
（8.41）、益母草（Leonurus artemisia）（6.04）、鬼针草（Bidens pilosa）（5.96）

贺维，等：岷江干旱河谷不同造林模式辐射松人工林物种多样性研究  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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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灌木层优势种为胡枝子，草本层白莲蒿、野

菊、荩草重要值总计约 70%。辐射松+岷江柏针叶

混交林物种数量保持在 20种左右，变化不大；乔

木层少见有臭椿，灌木层小叶鼠李、醉鱼草、胡枝

子重要值较大，草本层野菊、小蓬草重要值共

25%左右。随着林龄增加，辐射松+岷江柏+刺槐针

阔混交林物种数量仍在增加，由 27种增加到

33种；乔木层常见有自然更新的臭椿，灌木层主要

分布有胡枝子、白刺花；草本层白茅、角蒿重要值

占 50%。 

2.2    不同造林模式下人工林林下植被情况

从图 1可以看出，随着时间延长，3种人工林模

式乔木盖度均呈上升趋势，20年后能达到 80%，且

草本盖度均大于灌木盖度。随着时间延长，辐射松

纯林灌木、草本盖度逐渐降低，林下灌草和枯落物

生物量不断减少；辐射松+岷江柏针叶混交林灌木盖

度稍有减小，草本盖度先减小后增加，林下灌草和

枯落物生物量稍有降低；辐射松+岷江柏+刺槐针阔

混交林灌木、草本盖度几乎无变化，且草本盖度保

持在 90%以上，林下灌草和枯落物生物量总体较高

（见表 4）。 

2.3    不同造林模式下人工林林下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构成部分之一，

是群落的基本特征，也是群落功能复杂和稳定性

的重要指标 [14]。一般采用 Margalef丰富度指数、

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ner信息指数、

Pielou均匀度指数来综合评价。物种丰富度指数是表

明群落中物种多寡的参数，均匀度指数反映群落中

物种个体数分布的均匀程度，多样性指数是物种水

平多样性和异质性程度的度量，综合反映群落物种

丰富度和均匀度[15]。从表 5可知，不同造林模式人

工林群落的丰富度指数（R）、多样性指数（D）、

信息指数（H）均表现为：草本层>灌木层，这与上

文中物种组成和重要值的分析一致。

造林 5年后，辐射松纯林灌木丰富度（R）和多

样性指数（D、H）较高，随着林龄增加，灌木丰富

度和多样性指数逐渐降低，草本 R、D、H指数先减

小后增大；随着灌木均匀度指数（J）下降，草本均

匀度升高，表明造林后期草本优势明显。针叶混交

林灌木 R、D、H指数最低，且随时间延长呈降低趋

势；草本 R、D、H指数先增加后减小，均匀度很

低，物种之间个体数相差大。随时间延长，针阔混

合林灌木 R、D、H指数逐渐增加，草本 R、D、

H指数先减小后增大；5年、20年生林分灌木和草

本均匀度几乎一致，表明针阔混合林呈现出较高的

丰富度和多样性，且各物种分布较均匀。 

2.4    不同造林模式下造林树种生长情况

从图 2可以看出，在造林初期，纯林造林树种

平均树高和胸径长势不明显，针阔混交林造林树种

平均树高和胸径相对较高；5~10年之间，纯林造林

树种的生长速度明显比混交林快；造林 20年后，纯

表 4    不同造林模式下人工林林下灌草、枯落物生物量
Tab. 4    Biomass of shrub, herb and litter under different afforestation models

生物量/（kg·m−2）
造林模式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林下灌草、枯落物 3.03 2.45 1.86 3.11 2.95 2.77 3.82 4.0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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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造林模式下人工林植被盖度情况
Fig. 1    Vegetation coverage of plantation under different afforest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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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造林树种的平均胸径已达到 21.93 cm，约为混交

林的 2倍左右，长势情况总体为：纯林>针阔混交林>

针叶混交林。
 

3    结论与讨论

总体来说，辐射松人工林乔木层中，常见有臭

椿伴生；灌木层优势种为胡枝子；草本层蒿属植物

有较大更新潜力。物种丰富情况总体表现为草本层>

灌木层>乔木层，林下以菊科、禾本科、豆科等植物

为主，这与干旱缺水环境有直接关系，体现了灌草

在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方面的重要作用[16]。

随着时间延长，辐射松纯林平均树高、胸径生

长速度加快，但林下灌草物种数量逐渐减少，灌草

植被盖度降低，物种多样性不高。研究发现，由于

林冠层树木较高的生物量和较大个体，会消耗大量

资源，降低林下层资源利用率，削弱林下层的物种

多样性[17]。5~20年间，辐射松+岷江柏针叶混交林平

均树高、胸径生长量偏小，林下灌草物种数量变化

不大，灌草和枯落物生物量稍有降低。研究发现，

5年生辐射松人工幼林乔木层的平均净生产量是同地

区同龄岷江柏的 12.6倍[14]，分析可能是因为混交树

种岷江柏生长缓慢，导致乔木层整体长势水平不

表 5    辐射松不同造林模式下林下物种多样性
Tab. 5    Species diversity of P. radiata plantation under different afforestation models

模式 层次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R） Simpson 多样性指数（D） Shannon-Wiener 信息指数（H） Pielou 均匀度指数（J）

1-1
灌木 1.36 0.82 1.85 0.95

草本 1.88 0.82 2.02 0.73

1-2
灌木 0.84 0.73 1.34 0.97

草本 0.96 0.73 1.53 0.85

1-3
灌木 0.90 0.65 1.29 0.80

草本 1.40 0.85 1.98 0.95

2-1
灌木 0.92 0.67 1.30 0.81

草本 1.64 0.87 2.25 0.88

2-2
灌木 0.76 0.67 1.25 0.90

草本 2.18 0.88 2.33 0.91

2-3
灌木 0.57 0.64 1.06 0.97

草本 1.56 0.72 1.67 0.63

3-1
灌木 0.96 0.76 1.56 0.87

草本 2.09 0.88 2.36 0.83

3-2
灌木 1.02 0.77 1.62 0.83

草本 1.58 0.76 1.80 0.66

3-3
灌木 1.31 0.78 1.71 0.82
草本 2.64 0.88 2.56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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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造林模式下造林树种生长情况
Fig. 2    Growth of afforestation species under different afforest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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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辐射松+刺槐+岷江柏针阔混交林，随着时间增

加，乔木平均树高、胸径生长量增加缓慢，但林下

灌木、草本物种丰富程度增加，生物多样性更高，

灌草和枯落物生物量呈上升趋势，植被盖度维持在

较高水平，这与康希睿等[18] 研究一致。闫东锋等[19]

认为，混交林中乔木层植物种类多，由于各物种间

生态位不同，使得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整体水平较

高。鲁君悦等 [20] 发现，由于凋落物和透光率的改

变，林冠层物种多样性会增加林下层的资源异质

性，林下物种更丰富。本研究分析认为混交刺槐对

纯林的影响包括：一是透光率，刺槐属于落叶乔

木，落叶期内，林下光照较充足，有利于打破种子

休眠[21]；二是凋落物，刺槐落叶可以增加枯落物层

厚度，提高土壤保水性能等[22]；三是林冠截留降雨

率，与针叶林相比，针阔混交林树冠层层间密度更

大，树冠层的阻拦，能够延长雨水流经树冠的时

间，提高林冠截留降雨率[23]。此外，杜满义等[12] 研

究结果表明，油松、辽东栎针阔混交显著降低土壤

密度，增加土壤总空隙度和土壤最大持水量。林文

树等[24] 认为不同树种的合理搭配，可以整体提高林

地渗入量，减少表土流失量。

因此，营造混交林会使林内环境复杂化、多样

化[25]。在岷江干旱河谷的造林实践中，可以将密度

适宜的辐射松+刺槐+岷江柏针阔混交林作为主要造

林模式；在辐射松纯林抚育过程中，对衰老树、病

虫树等进行择伐，同时补植刺槐、臭椿、胡枝子等

乡土树种，有助于合理增加物种丰富度，优化林分

结构，提高群落稳定性[26]。

参考文献
 

[1] 刘兴良，慕长龙，向成华，等. 四川西部干旱河谷自然特征及植被恢复与重建途径[J]. 四川林业科技，2001，22（2）：10−17.
 

[2] 周星梅，潘开文，王进闯. 岷江上游本地种油松和外来种辐射松造林对土壤磷的影响[J]. 生态学报，2009，29（12）：6630−6637.
 

[3] Yan  Hong,  Bi  Huiquan,  Li  Rongwei,  et  al.  Assessing  climatic  suitability  of  Pinus  radiata  for  summer  rainfall  environment  of  southwest
China[J]. 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006, 234（1）: 199−208.

 

[4] 潘攀，慕长龙，牟菊英，等. 辐射松人工幼林生物量和生产力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2005，26（1）：21−27.
 

[5] Huiquan Bi, Jack Simpson, Robert Eldridge, et al. Survey of damaging pests and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forset health risks to the long term
success of Pinus radiata introduction in Sichuan, southwest China[J]. 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 2008, 19（2）: 85−100.

 

[6] 李梅. 岷江上游辐射松人工林种质资源及土壤生物肥力评价[D]. 成都: 四川农业大学, 2009, 77−78.
 

[7] 刘世荣，杨予静，王晖. 中国人工林经营发展战略与对策: 从追求木材产量的单一目标经营转向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和效益的多目标

经营[J]. 生态学报，2018，38（1）：1−10.
 

[8] 陈文静，祁凯斌，黄俊胜，等 . 川西次生灌丛和不同类型人工林对土壤养分的影响[J].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17，23（6）：
1081−1088.

 

[9] 刘增文，段而军，刘卓玛姐，等. 黄土高原半干旱丘陵区不同树种纯林土壤性质极化研究[J]. 土壤学报，2009，46（6）：1110−1120.
 

[10] 刘欣，彭道黎，邱新彩. 华北落叶松不同林型土壤理化性质差异[J].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18，24（4）：735−743.
 

[11] 余明，王卓敏，薛立. 杉木林土壤化学性质对林分改造及不同坡位的响应[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9，39（6）：38−44.
 

[12] 杜满义, 张连金, 裴顺祥. 不同类型油松混交林土壤物理特性[J]. 生态学杂志, https://doi.org/10.13292/j.1000-4890.202011.021.
 

[13] 贺维，彭丽君，杨育林，等. 岷江干旱河谷岷江柏人工林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研究[J]. 四川林业科技，2019，40（6）：25−31.
 

[14] 张柳桦，齐锦秋，李婷婷，等. 林分密度对新津文峰山马尾松人工林林下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影响[J]. 生态学报，2019，39（15）：
5709−5717.

 

[15] 郭利平，姬兰柱，王珍，等. 长白山红松阔叶林不同演替阶段优势种的变化[J]. 应用生态学报，2011，22（4）：866−872.
 

[16] 严代碧，岳永杰，宿以明，等.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辐射松人工幼林营养元素的研究[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7，
31（1）：31−36.

 

[17] Zhang Y, Chen Y H, Taylor A R. Positive species diversity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relationships are ubiquitous across forest strata despite
interference from overstorey trees[J]. Functional Ecology, 2017, 31（2）: 419−426.

 

[18] 康希睿，李晓刚，张涵丹，等. 不同混交措施下杉木人工林群落稳定性特征[J]. 生态学杂志，2020，39（9）：2912−2920.
 

[19] 闫东锋，贺文，杨喜田. 栓皮栎人工林灌木层植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其及其与光环境的关系[J]. 应用生态学报，2020，31（11）：
3605−3613.

 

[20] 鲁君悦 , 吴兆飞 , 张春雨 , 等 . 吉林蛟河针阔混交林林层结构对生产力影响研究[J]. 生态学报 ,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
11.2031.q.20200820.1712.004.html.

 

[21] 李荣，张文辉，何景峰，等. 不同间伐强度对辽东栎林群落稳定性的影响[J]. 应用生态学报，2011，22（1）：14−20.
 

[22] 盛炜彤. 关于我国人工林长期生产力的保持[J]. 林业科学研究，2018，31（1）：1−14.
 

[23] 涂洁，王永文. 退化红壤区针阔混交林 3种优势树种树干液流特征比较[J]. 河南农业科学，2016，45（12）：120−126.
 

[24] 林文树，穆丹，王丽平，等. 针阔混交林不同演替阶段表层土壤理化性质与优势林木生长的相关性[J]. 林业科学，2016，52（5）：
17−25.

 

四川林业科技 2021 年　第 42 卷　第 4 期

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5508.2001.02.001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933.2009.12.03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5508.2005.01.004
https://doi.org/10.1007/s11676-008-0016-5
https://doi.org/10.3321/j.issn:0564-3929.2009.06.020
https://doi.org/10.13292/j.1000-4890.202011.021
https://doi.org/10.1111/1365-2435.12699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031.q.20200820.1712.004.html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031.q.20200820.1712.004.html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5508.2001.02.001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933.2009.12.03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5508.2005.01.004
https://doi.org/10.1007/s11676-008-0016-5
https://doi.org/10.3321/j.issn:0564-3929.2009.06.020
https://doi.org/10.13292/j.1000-4890.202011.021
https://doi.org/10.1111/1365-2435.12699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031.q.20200820.1712.004.html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2031.q.20200820.1712.004.html


[25] 庞圣江，张培，杨保国，等 . 广西大青山西南桦人工林林下植物多样性与稳定性[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8，38（2）：
103−107. 

[26] 陆元昌，张守攻，雷相东，等. 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的理论基础和实施技术[J]. 世界林业研究，2009，22（1）：20−27.

Summary for “岷江干旱河谷不同造林模式辐射松人工林物种多样性研究”

Research on Species Diversity of Pinus radiata Plantation
under Different Afforestation Models in Dry-hot Valley
of the Minjiang River
HE Wei1, LI Tian2, ZHANG Wei1, WU Shilei1, SU Yu1, YAN Wuxian1, YOU Jiyong1
1 Sichuan Key Laboratory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for Forest and Wetland, Sichuan Academy of Forestry, Chengdu 610081,
China;
2 Xuankou Town Forestry Workstation, Wenchuan 62300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ield  experiment,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Pinus  radiata  pure  forest, Pinus  radiata  and
Cupressus  chengiana mixed forest, Pinus  radiata, Cupressus  chengiana  and Robinia  pseudoacacia mixed forest  was
studied in Wenchuan, Lixian and Maoxian dry-hot valleys of the Minjiang Riv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ilanthus
altissima was the common accompanying tree species in the tree layer of P. radiata plantation, Lespedeza bicolor was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shrub layer,  and Artemisia had great  regeneration potential  in the herb layer.  The species
richness was in the order of herb layer > shrub layer > tree layer, and Asteraceae, Gramineae and Leguminosae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 under the forest. (2) During the time of 5—20 years, with the extension of time, the growth of average
tree height and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of P. radiata pure forest increased, but the number of shrub and herb
specie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growth of average tree height and DBH of P. radiata and C.
chengiana mixed  forest  was  low,  and  the  number  of  shrub  and  herb  species  under  the  forest  had  little  change.  The
growth of average tree height and DBH of P. radiata, C. chengiana and R. pseudoacacia mixed forest increased slowly,
but the species diversity and biomass of shrub and herb under the forest showed an upward trend. (3) In the practice of
afforestation in the dry-hot valley of the Minjiang River, P. radiata, C. chengiana and R. pseudoacacia mixed forests
with suitable density could be used as the main afforestation model. For the P. radiata pure forests to be tending, native
tree species such as R. pseudoacacia, A. altissima and L.bicolor were preferred to be replanted after thinning to increase
species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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