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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格局和动态一直是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人工林弃管后演替进程中物种多样性变化也很值得研究。 杉
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作为我国南方林区人工栽培最广、经济价值最高的用材树种之一，其人工林分布面积很大，通常群
落结构简单、物种多样性低，然而群落中杉木数量如何影响植物物种多样性，迄今缺乏研究。 在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内，选择不同
疏伐强度和弃管时间的杉木人工林，建立了 ６ 个 １ ｈｍ２ 长期动态监测样地，在 １０ ｍ× １０ ｍ、２０ ｍ× ２０ ｍ、５０ ｍ× ５０ ｍ 和 １００ ｍ×

１００ ｍ尺度下，探究群落物种多样性（ 物种丰富度、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的变化规律，分析杉

木数量（ 多度和相对多度） 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弃管前对杉木林的疏伐强度越高，演替恢复后的群落物种多样性
越高。 相同疏伐程度下，物种多样性随演替时间的延长有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取样尺度小于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时，杉木数量与物
种多样性呈极显著负相关；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尺度下仅杉木相对多度与 ３ 种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杉木多度与各物种多样性均
无显著相关性。 群落中杉木相对多度在 ３０％以内时，通常拥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
关键词：多度；相对多度；物种多样性；取样尺度；空间分布格局；群落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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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Ｐｉｅｌｏｕ′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ｂｕｔ ｈａｄ ｎｏ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 ｗａ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３０％，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ａ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是我国亚热带地区栽培最广、经济价值最高的用材树种。 《 中国森林资源

报告（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 ［１］ 显示，杉木面积与蓄积分别约占全国主要人工林树种的 １ ／ ４ 和 １ ／ ３。 杉木林也是浙江
省主要的人工林类型之一，其面积和蓄积量占全省森林的 ２１．４３％和 ２８．７６％ ［２］ 。 过去栽种杉木往往只追求短
期的生产力与经济利益，缺乏科学的经营手段，使得杉木人工林通常结构简单、抗逆性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低 ［３—４］ 。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林业政策从林业生产为主逐步向林业生态和生产相结合转变，人工林经营也从追
求短期经济效益转向长期效益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质量 ［５］ 。 随着自然保护地数量和面积的扩展、公益林保
护政策的实施，亚热带地区遗留了大面积的弃管杉木林，由于伐木历史不一，群落中杉木种群数量不一，弃管
后的演替方向也有所差异。
物种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为供给、调节和文化科教服务提供支持，了解物种多样性格局是进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的重要前提 ［６］ 。 物种多样性存在尺度效应，随取样尺度的选择展

现不同的空间格局 ［７—８］ 。 物种多度的分布也具有尺度效应，单一尺度难以完整描述种群的分布特征 ［９—１０］ 。
因此，在研究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种群数量关系时，应充分考虑取样的尺度，以便在适宜的尺度上开展生态保护
和恢复工作 ［１１］ 。

种群多度和相对多度在维持群落物种多样性中发挥重要作用 ［１２—１３］ ，优势物种的优势地位降低会促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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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共存并提高群落物种多样性 ［１４—１５］ 。 迄今关于杉木林物种多样性的研究，主要关注杉木纯林不同林分密度

或不同林龄林下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１６—１７］ ，适中的杉木多度和合理的树种配置能提高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稳定
性 ［１８］ ，然而关于杉木纯林被不同强度疏伐并弃管后，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的研究未见报道。 假设人工杉木
林在弃管前杉木疏伐强度越高，弃管后自然演替时间越长，群落内杉木的数量（ 多度和相对多度） 越低，物种
多样性越高，且不同取样尺度下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均表现负相关。 因此，本文选择浙江省自然保护区内
６ 处弃管杉木林群落，探究不同取样尺度下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间的关系，旨在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森
林经营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浙江省 ４ 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内，选取 ６ 处含杉木数量不同的弃管杉木林并建立

１ ｈｍ ２ 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具体地点包括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岩坪和八通，千里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
大麦源和大坪，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上风香和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龙井坑。 所有研究样地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种植为杉木人工林，后经杉木疏伐后放弃人工林管理方式（ 弃管） ，在基本保护下自然演替
逐步形成半人工林或次生林。 除大坪外，其余样地在弃管前均受到不同强度的杉木疏伐活动，其中龙井坑、八
通岭和大麦源样地约 ３０ 年前受到疏伐，岩坪和上风香样地约 ６０ 年前受到疏伐（ 表 １） 。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保护区名称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２

地点
Ｓｉｔｅ

千里岗

大坪

仙霞岭

龙井坑

九龙山

八通岭

千里岗

大麦源

九龙山

岩坪

乌岩岭

上风香

研究区样地概况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经度 ／ （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 （ °）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１１８．７７３５

２９．２５０４

１０４１

１１８．８４８０

２８．３８６６

１１８．６６１７
１１８．７６６７
１１８．８９０７
１１９．６７０５

２８．２９１８

８０５
５８５

２９．２４５５

１０５０

２７．７０５６

９６０

２８．３８１３

７４７

弃管年份 ／ ａ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约 ３０

疏伐强度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群落类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ｙｌｅ

无

针叶林

约 ３０

低

针阔叶混交林

约 ３０

低

针阔叶混交林

约 ３０

中

落叶阔叶林

约 ６０

中

常绿阔叶林

约 ６０

高

常绿阔叶林

样地设置及调查方法
在上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选择典型的弃管杉木人工林，依照热带森林研究中心样地建设技术规范 ［１９］ 建

立 ６ 个 １ ｈｍ ２ 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用全站仪打点，每隔 １０ ｍ 用 ＰＶＣ 管做固定标记。 将 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 的样地划
分成 ４００ 个 ５ ｍ × ５ ｍ 的小样方，以 ５ ｍ × ５ ｍ 为一个调查单元，对小样方内胸径≥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进行每木调
查和挂牌标定，测量并记录物种名称、胸径、高度和坐标等数据。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整理每个 １ ｈｍ ２ 样地内的物种信息，分别统计各群落的杉木多度（ 杉木个体数） 、杉木相对多度（ 杉木个体

数占物种总个体数的比例） 和物种多样性，并绘制 Ｒａｎｋ⁃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曲线。 物种丰富度即样方内的物种数目，
是度量物种多样性的代表性指数，与生态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 ［２０］ 。 丰富度需结合利用物种相对多度信息，否

则不能全面地 反 映 群 落 物 种 多 样 性 ［２１］ 。 通 过 ３ 种 常 用 物 种 多 样 性 指 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 数 （ Ｄ） 、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Ｈ） 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 ［２２］ 进一步描述物种多样性，计算公式如下：

∑ Ｐ２ｉ
Ｈ ＝ － ∑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Ｄ＝１ －

Ｐ ＝ Ｈ ／ ｌ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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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 ｉ 表示物种 ｉ 的相对多度，Ｓ 为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所有 １ ｈｍ ２ 样地依照 ３ 种尺度（１０ ｍ × １０ ｍ、２０ ｍ × ２０ ｍ、５０ ｍ × ５０ ｍ） 分割为数个连续样方，计算并绘制每

个样方的杉木多度、杉木相对多度和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图。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相关系数检验各尺度下杉
木多度和相对多度与物种多样性间的相关性，对不同数量等级的杉木和物种多样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
用 Ｓｃｈｅｆｆｅ 多重比较法分析组间差异，上述统计分析通过 Ｒ ３．２．４ 软件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群落内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
各 １ ｈｍ ２ 样地内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 表 ２） 表明，未曾疏伐杉木的大坪样地，杉木相对多度最高，杉木

多度较高，物种多样性显现最低；其余 ５ 个曾进行杉木疏伐的样地，物种多样性明显高于杉木林（ 大坪） 。 ３ 种
多样性指数（ Ｄ、Ｈ、Ｐ） 在各群落中有一致的变化，即 Ｄ 值最大的群落，其 Ｈ 和 Ｐ 也表现最大，而 Ｓ 的大小在各
群落中未显示与上述多样性指数一致的变化规律。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样地
Ｓｉｔｅ
大坪
龙井坑
八通岭
岩坪
大麦源
上风香

各样地杉木数量和群落物种多样性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ｉｘ ｐｌｏｔｓ

杉木多度 ／ 株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杉木相对多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３１０８

５３．８４

０．７０

２１８６

１５．９４

０．９１

４６６２
６５６
７８３
２０２

２４．２３
９．０１
５．９９
２．２６

０．９２
０．９４
０．９７
０．９５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物种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２．２４
３．２９

０．５０

２．９９

０．６８

９０

０．６２

１２７

０．６８

１２６

３．３１
３．７５

０．７９

３．５１

０．７２

１２４
１１２
１２９

物种等级⁃丰富度曲线（ 图 １） 的宽度反映了群落物

种丰富度，可见大坪样地物种丰富度最低，大麦源样地
物种丰富度中等，其余四样地的物种组成则较为丰富。
曲线的形状反映了群落物种组成的均匀程度，大坪曲线
陡然下降表明群落内杉木优势种占比最高，且物种均匀
度最低。 大麦源曲线在前半数物种等级中展现最高的
物种相对多度，多样性指数也表现最高。 上风香曲线的
下降程度相对平缓，显示其内部物种均匀度相对较高，
岩坪曲线的平坦程度次之，随后是龙井坑和八通岭曲
线，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依次降低。
２．２

不同尺度下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

绘制各样地内杉木数量相对多度和多度在 １０ ｍ ×

１０ ｍ（ 小） 、２０ ｍ × ２０ ｍ（ 中） 和 ５０ ｍ × ５０ ｍ（ 大） 尺度下

的空间分布（ 图 ２、图 ３） ，每一行代表同一样地，由上至

图１

物种等级⁃丰富度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ａｎｋ⁃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

下依次为大坪、龙井坑、八通岭、岩坪、大麦源和上风香
样地。 结果显示，中尺度和小尺度的分布特征较为一致，即小尺度下杉木数量较高的区域，在中尺度下也具有
较高的杉木数量。 大尺度下杉木数量的分布有时与中小尺度相似，有时则存在一定差异，出现弱化局部杉木
数量分布的现象（ 图 ２、图 ３） ，即大尺度的划分方式掩盖了中小尺度下各小样方间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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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杉木相对多度在 ３ 种尺度下的分布图

Ｍａ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ｉｎ ｓｉｘ ｐｌｏｔｓ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ｚｅｓ

不同尺度下各样地物种多样性分布显示，３ 种多样性指数（ Ｄ、Ｈ、Ｐ） 在相同尺度下呈现一致的分布格局，

而 Ｓ 的空间分布与上述 ３ 种指数的空间分布表现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多样性指数高的区域，物种丰富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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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高。 对同一物种多样性而言，中小尺度下具有相近的空间分布，即小尺度下物种多样性较高的区域在中
尺度下也显示高物种多样性；而大尺度与中小尺度的空间分布有时会出现差异，如大尺度下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 图 ４） 的空间分布忽略了其内部小区块间的差异性。

图３
Ｆｉｇ．３

样地杉木多度在 ３ 种尺度下的分布图

Ｍａ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ｉｎ ｓｉｘ ｐｌｏｔｓ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ｚ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８９０

生

图４
Ｆｉｇ．４

２．３

态

学

报

４２ 卷

样地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在 ３ 种尺度下的分布图

Ｍａｐ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ｉｘ ｐｌｏｔｓ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ｚｅｓ

不同尺度下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汇总全部样地在各尺度下的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信息，发现除 １ ｈｍ ２ （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 尺度外，杉木数
量与各物种多样性间均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图 ５） 。 杉木相对多度与各物种多样性在 ５０ ｍ × ５０ ｍ 尺度时具有
最大的秩相关系数；杉木多度与 Ｄ、Ｈ 和 Ｐ 在 ２０ ｍ × ２０ ｍ 尺度时展示最强的负相关程度，与 Ｓ 在 ５０ ｍ × ５０ ｍ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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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的负相关最强。 整体而言，杉木相对多度与物种多样性的负相关程度比多度与物种多样性的负相关程
度高。
杉木相对多度或多度与各物种多样性指数间的秩
相关系数在小中大尺度下有相近的变化趋势（ 图 ５） ，因
此以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为代表对物种多样性与不同数量等
级的杉木相对多度和多度进行方差分析（ 图 ６） 。 ３ 种
尺度下，均有杉木相对多度超过 ３０％ 后，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发生显著性降低。 其它物种多样性也有同样趋势，如在
大尺度和小尺度下，杉木相对多度超过 ２０％，Ｈ、Ｐ 和 Ｓ
显著降低；中尺度下，杉木相对多度超过 １０％，Ｈ、Ｐ 和 Ｓ

便显著降低。 总而言之，除大尺度下物种丰富度在不同
杉木多度等级间无显著差异外，在大中小 ３ 种尺度下，
均有杉木数量越多，物种多样性越低的规律，当杉木相
对多度低至 ３０％ 以内时，群落通常拥有较高的物种多
样性。
３
３．１

讨论

图５

不同疏伐强度和弃管时间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未经疏伐活动的人工杉木林（ 大坪样

地） 物种多样性最低，随着自然演替的发生，逐渐有其
它物种在群落内定居，但物种组成仍不丰富。 伴随疏伐
活动的发生，物种丰富度逐渐提高

［２３］

。 同为疏伐后弃

管约 ３０ 年的 ３ 个样地中，受中度疏伐的大麦源样地比

Ｆｉｇ．５

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的秩相关系数随尺度变化的关系
Ｔｈｅ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Ｐ：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Ｓ： 物

种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ｎｓ，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 Ｐ＜ ０．０１；
∗∗∗ Ｐ＜０．００１；黑色线条表示杉木相对多度与物种多样性的关
系，灰色线条表示杉木多度与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受轻度疏伐的龙井坑和八通岭样地拥有更高的物种多
样性，中强度的疏伐既使先锋物种得以快速生长，又有利于演替后期种的生存 ［２４］ ，有助于群落物种多样性的

提高 ［２５—２６］ 。 中度疏伐后弃管的岩坪样地，经约 ６０ 年的自然演替，比相同疏伐强度的大麦源样地内物种多样
性有所降低，可见物种多样性在演替进程中有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 ［２７］ 。 对于曾疏伐强度最高、弃管时间
最久，且已恢复至地带性常绿阔叶林的上风香样地，森林稀疏程度高但物种组成最为丰富，群落物种多样性也
较高。
３．２

不同尺度下群落的杉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杉木数量还是物种多样性的空间格局，小尺度和中尺度下通常表现出相对一致的分

布特征，而大尺度与中小尺度下的分布特征存在一定差异，即大尺度下的平均化作用会掩盖小尺度下的异质
性信息 ［２８—２９］ 。 取样尺度过小时，单一树种的样方比率较高 ［３０］ ，而中尺度既与小尺度的分布特征一致，又能补
充大尺度下因平均化而忽略的小区块间异质性信息。 因此，２０ ｍ × ２０ ｍ 尺度能较好地反映出群落物种多样性
和杉木数量的空间分布信息。 对不同取样尺度的样带研究也发现，２０ ｍ 尺度是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研究较为
理想的尺度 ［３０］ 。 此外，多样性指数 Ｄ、Ｈ 和 Ｐ 在大中小尺度下表现一致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杉木数量的相关
程度也随尺度增加呈现一致的变化趋势，这与各群落中近似的物种数量组成比例是分不开的。 而 Ｓ 在不同尺
度下的变化没有一致的趋势，可能是由于 Ｄ、Ｈ、Ｐ 均基于物种数量计算得到，而物种丰富度是不考虑物种个体
数的指标，往往取决于生境的异质程度 ［３１］ 。

大量研究表明取样尺度的选择影响物种多样性的评估 ［１０， ３２］ 。 本研究结果表明，杉木数量与物种多样性

的负相关主要体现在 １０ ｍ × １０ ｍ、２０ ｍ × ２０ ｍ 和 ５０ ｍ × ５０ ｍ 的取样尺度，在 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 尺度下，杉木相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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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尺度下杉木数量与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的关系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Ⅳ、Ⅱ、Ⅲ、Ⅵ、Ⅴ表示杉木相对多度逐渐增加，分别代表相对多度为 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６０％、６０％—９０％；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是（ Ｐ＜０．０５）

度与物种丰富度无显著相关，杉木多度与各物种多样性均无显著相关。 类似地研究多度和物种丰富度的秩相
关分析显示，小尺度上两者呈极显著相关，当尺度超过 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 时，两者的相关性不再显著 ［３３—３４］ 。 相关
性随取样尺度的增加而消失的现象，可能与尺度增大而引起的生境异质性增加有关 ［３５—３６］ ，生境越不均匀、越
复杂，物种组成越丰富，能维持的物种多样性越高 ［３７—３８］ 。

３．３

弃管杉木林经营建议

不同区域原有种库不同，疏伐后的恢复过程中群落物种组成、多样性提升和自然演替更新速度具有地域
性差异 ［３９］ 。 当群落中杉木相对多度在 １０％—３０％之间，杉木数量对降低物种多样性无显著效应。 因此，只有
杉木的数量达到一定阈值后，才与物种多样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张水松等 ［４０］ 研究表明，杉木作为常绿阔叶
林中的次要伴生种可给予一定的保留，控制其数量比例约 ２０％—３０％较为适宜，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 健

康的森林经营模式需要准确的数据支持和科学理论依赖，比较分析不同研究尺度下物种多样性的变化有实践
意义 ［１１，４１］ ，共存良好的多个物种比任何单一物种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群落的资源 ［４２—４３］ 。 本研究认为，在 ５０ ｍ ×
５０ ｍ 尺度上，将杉木的相对多度控制在 ３０％以内，可促进区域内物种多样性的提高。

４

结论
通过疏伐手段降低人工优势种杉木，拓展物种生态位，群落中本土物种得以恢复，既能保护物种多样性，

又能提高群落的抗逆性和稳定性 ［４４］ 。 疏伐后弃管的 １ ｈｍ ２ 杉木林，相同自然演替时间内，疏伐强度越高，群落

物种多样性高；相同疏伐强度下，随着群落演替时间的延长，物种多样性有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多样性指数
Ｄ、Ｈ 和 Ｐ 在相同尺度下表现近似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杉木数量的相关程度随尺度变化呈现相同趋势，而物种丰
富度的分布特征和尺度变化与上述 ３ 种指数不完全相同。 在 １０ ｍ ×１０ ｍ、２０ ｍ ×２０ ｍ 和 ５０ ｍ ×５０ ｍ 尺度下，杉木
数量和各物种多样性间均呈负相关，维持杉木相对多度在 ３０％以内时，群落往往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３期

吴雁南

等：弃管杉木林杉木数量与群落物种多样性间的关系

８９３

致谢：感谢浙江大学姚燊豪、吴倩倩等，自然保护区潘成椿、何振洪等技术人员，以及赖正标、魏湖北、廖长富等
师傅协助进行野外样地建设和植被调查，感谢浙江师范大学刘立斌、饶米德等对本文数据分析和讨论的帮助。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中国森林资源报告．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３］

盛炜彤． 我国人工用材林发展中的生态问题及治理对策． 世界林业研究， １９９５， ８（２） ： ５１⁃ ５５．

［２］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王兰芳， 韦新良， 汤孟平． 浙江省杉木林生产力地理分异特性．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６（６） ： １１０７⁃ １１１４．
俞新妥． 论杉木人工林的回归———从杉木林地力衰退的因果谈杉木林的可持续经营． 世界林业研究， １９９９， １２（５） ： １５⁃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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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８（１） ： １⁃ １０．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Ｒ Ｊ， Ｗｉｌｌｉｓ Ｋ Ｊ， Ｆｉｅｌｄ Ｒ．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１， ２８（４） ： ４５３⁃ ４７０．

Ｃｒａｗｌｅｙ Ｍ Ｊ， Ｈａｒｒａｌ Ｊ Ｅ． Ｓｃａｌ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 ２９１（５５０５） ： ８６４⁃ ８６８．
Ｗｉｌｌｉｓ Ｋ Ｊ，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Ｒ Ｊ．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ａｌ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２９５（５５５８） ： １２４５⁃ １２４８．

Ｗｉｌｓｏｎ Ｊ Ｂ， Ｓｔｅｅｌ Ｊ Ｂ， Ｋｉｎｇ Ｗ Ｍ， Ｇｉｔａｙ 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ｏｎ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９， １０（４） ： ４６３⁃ ４６８．

Ｈｅ Ｆ Ｌ， ＬａＦｒａｎｋｉｅ Ｊ Ｖ， Ｓｏｎｇ Ｂ． Ｓｃａｌ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ｅ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１７（６） ： ５５９⁃ ５６８．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Ｓ， Ｄａｖｉｅｓ Ｋ Ｆ， Ｓａｆｆｏｒｄ Ｈ Ｄ， Ｖｉｅｒｓ Ｊ Ｈ． Ｂｅｔ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 ｔ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ｎ 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 ｆｌｏｒ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９４（１） ： １１０⁃ １１７．

［１２］

Ｃｏｎｄｉｔ Ｒ， Ｈｕｂｂｅｌｌ Ｓ Ｐ， Ｆｏｓｔｅｒ Ｒ Ｂ．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ｗ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４， ７５（３） ： ６７１⁃ ６８０．

［１４］

Ｐｅｎｇ Ｚ Ｂ， Ｊｉａｎｇ 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１３］

Ｗｒｉｇｈｔ Ｊ Ｓ．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２， １３０（１） ： １⁃ １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７（４） ： ２７５⁃ ２８０．

［１５］

Ｓａｐｋｏｔａ Ｉ Ｐ， Ｔｉｇａｂｕ Ｍ， Ｏｄéｎ Ｐ 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Ｓａｌ （ Ｓｈｏｒｅ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１６］

贾亚运， 周丽丽， 吴鹏飞， 刘雨晖， 马祥庆． 不同发育阶段杉木人工林林下植被的多样性． 森林与环境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１） ： ３６⁃ ４１．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Ｇａｅｒｔｎ． 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２１（１） ： ２５⁃ ３２．

张勇强， 李智超， 厚凌宇， 宋立国， 杨洪国， 孙启武． 林分密度对杉木人工林下物种多样性和土壤养分的影响． 土壤学报， ２０２０， ５７（１） ：

２３９⁃ ２５０．

巢林， 洪滔， 李键， 陈灿， 洪伟， 吴承祯． 中亚热带不同林龄杉木人工林径级结构与林下物种多样性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２０１５，
２４（２） ： ８８⁃ ９６．

Ｃｏｎｄｉｔ 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１０（１） ： １８⁃ ２２．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 Ｂ Ｊ，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Ｄ Ｓ， Ｄｕｆｆｙ Ｊ Ｅ， Ｗｒｉｇｈｔ Ｊ Ｐ， Ｄｏｗｎｉｎｇ Ａ Ｌ， Ｓａｎｋａｒａｎ Ｍ， Ｊｏｕｓｅａｕ 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６， ４４３（７１１４） ： ９８９⁃ ９９２．

［２１］

马克平． 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测度方法Ⅰ α 多样性的测度方法（ 上） ． 生物多样性， １９９４， ２（３） ： １６２⁃ １６８．

［２３］

Ｇｒｉｆｆｉｓ Ｋ Ｌ，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Ｊ Ａ， Ｗａｇｎｅｒ Ｍ Ｒ， Ｍｏｉｒ Ｗ 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ｏｎｄｅｒｏｓａ ｐ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２２］

［２４］
［２５］

［ ２６］
［２７］

［ ２８］
［２９］
［３０］

马克平． 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测度方法Ⅰ α 多样性的测度方法（ 下） ． 生物多样性， １９９４， ２（４） ： ２３１⁃ ２３９．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１， １４６（１ ／ ３） ： ２３９⁃ ２４５．

Ｓｈｅｉｌ Ｄ， Ｂｕｒｓｌｅｍ Ｆ Ｒ Ｐ． Ｄｉｓｔｕｒｂｉｎ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１８（１） ： １８⁃ ２６．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Ｊ 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４３３５） ： １３０２⁃ １３１０．

Ｍｏｌｉｎｏ Ｊ Ｆ，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Ｄ． Ｔｒｅ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 ２９４（５５４７） ：

１７０２⁃ １７０４．

Ｏｄｕｍ Ｅ Ｐ．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６９， １６４（３８７７） ： ２６２⁃ ２７０．

Ｈｅ Ｆ Ｌ，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 Ｐ， Ｂｅｌｌｅｈｕｍｅｕｒ Ｃ， ＬａＦｒａｎｋｉｅ Ｊ Ｖ．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４， １（４） ： ２６５⁃ ２８６．

张忠华， 胡刚， 祝 介 东， 倪 健． 喀 斯 特 常 绿 落 叶 阔 叶 混 交 林 物 种 多 度 与 丰 富 度 空 间 分 布 的 尺 度 效 应． 生 态 学 报， ２０１２， ３２ （ １８ ） ：

５６６３⁃ ５６７２．

马克明， 叶万辉， 桑卫国， 马克平， 关文彬． 北京东灵山地区植物群落多样性研究Ⅹ．不同尺度下群落样带的 β 多样性及分形分析． 生态
学报， １９９７， １７（６） ： ６２６⁃ ６３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８９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３１］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Ｒ Ｈ，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Ｊ Ｗ． Ｏｎ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６１， ４２（３） ： ５９４⁃ ５９８．

［３３］

Ｗａｎｇ Ｘ Ｇ， Ｈａｏ Ｚ Ｑ， Ｙｅ Ｊ， Ｚｈａｎｇ Ｊ， Ｌｉ Ｂ Ｈ， Ｙａｏ Ｘ 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ｃａｌｅｓ ｉｎ ａｎ ｏｌｄ⁃ｇｒｏｗ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３４］

胡芳， 曾馥平， 杜虎， 彭晚霞， 张芳， 谭卫宁， 宋同清． 桂西北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尺度效应． 生态学报，

［３５］

Ｔｕｒｎｅｒ Ｗ Ｒ， Ｔｊøｒｖｅ Ｅ， 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 Ｈ． Ｓｃａ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Ｅ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５， ２８（６） ： ７２１⁃ ７３０．

［３２］

［３６］
［３７］
［３８］
［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Ｋａｌｌｉｍａｎｉｓ Ａ Ｓ， Ｈａｌｌｅｙ Ｊ Ｍ， Ｖｏｋｏｕ Ｄ， Ｓｇａｒｄｅｌｉｓ Ｓ Ｐ．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９６（１） ： １４３⁃ １５１．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２３（４） ： ７０９⁃ ７１７．

２０１８， ３８（１７） ： ６０７４⁃ ６０８３．

李艳朋， 许涵， 李意德， 骆土寿， 陈德祥， 周璋， 林明献， 杨怀． 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的尺度效应． 植物生
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４０（９） ： ８６１⁃ ８７０．

Ｐｉａｎｋａ Ｅ 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ｗ， １９７４．

Ｚｈａｎｇ Ｊ Ｙ， Ｃｈｅｎｇ Ｋ Ｗ， Ｚａｎｇ Ｒ Ｇ， Ｄｉｎｇ 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ｔｏｎ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７（１） ： １２６⁃ １４４．

Ｚｏｂｅｌ Ｍ， 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ａａｒｅｌ Ｅ， Ｄｕｐｒé 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ｏｏ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８， １（１） ： ５５⁃ ６６．

张水松， 詹有生， 陈长发， 敖向阳． 常绿阔叶林树种组成株数比例和材积比例变化规律的研究． 林业科学， １９９７， ３３（４） ： ２８９⁃ ２９８．

Ｈｕｓｔｏｎ Ｍ Ａ．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Ｏｉｋｏｓ，

１９９９， ８６（３） ： ３９３⁃ ４０１．

Ｋｅｌｔｙ Ｍ Ｊ．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ｔａｎｄｓ ／ ／ Ｋｅｌｔｙ Ｍ Ｊ， Ｌａｒｓｏｎ Ｂ Ｃ， Ｏｌｉｖｅｒ Ｃ Ｄ， ｅｄ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ｘ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２： １２５⁃ １４１．

［４３］

Ｔａｎｇ Ｃ Ｑ， Ｏｈｓａｗａ Ｍ．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ａ ｍｉｄ⁃ｍｏｎｔａｎｅ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ｎ Ｍｔ． Ｅｍｅ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 ４４］

Ｓｅｉｗａ Ｋ， Ｅｔｏ Ｙ， Ｈｉｓｈｉｔａ Ｍ， Ｍａｓａｋａ 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ｏｎｉｆｅｒ （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１６１（２） ： ２１５⁃ ２３０．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１７（６） ： ４６８⁃ ４７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