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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烈度林火对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的影响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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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１，２，∗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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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松是我国华北地区代表性树种之一，含有丰富油脂，容易引发大面积高烈度森林火灾。 阐明不同烈度林火对油松林地
表可燃物负荷量和潜在地表火行为的影响，对于油松林林火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以辽河源自然保护区 ２０１４ 年不同烈度林火干
扰后油松林分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烈度（ 重度、中度、轻度） 和对照（ 未过火） 分别设置 ３ 块 ２０ ｍ×２０ ｍ 样地，共 １２ 块样地，调
查地表可燃物和林分结构指标，结合室内实验，利用 ＢｅｈａｖｅＰｌｕｓ ５．０ 软件进行潜在火行为模拟，探讨不同烈度林火 ５ 年后油松林

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和潜在地表火行为特点，并分析影响潜在地表火行为的主要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１） 不同烈度林火之间，
细小可燃物负荷量和地表可燃物总负荷量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２） 不同烈度林火后，在不同风速和可燃物含水率
条件下，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蔓延速度、火线强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单位面积发热量、火焰高度、反应强度存在显著性
差异（ Ｐ＜０．０５） 。 （３） 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主要受油松更新幼苗基径、灌木负荷量、油松平均冠幅、上层枯叶
负荷量、油松更新幼苗密度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烈度林火均可以降低再次燃烧的火烈度和风险。
关键词：林火烈度；油松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潜在地表火行为；辽河源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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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烈度是指林火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是衡量林火干扰后生态效应的重要指标，通常以火烧前

后蓄积量变化或火烧前后林木死亡株数变化来表示 ［１］ 。 不同烈度林火具有不同的生态作用，高烈度森林大
火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生态安全，破坏野生动物生存栖息地，释放大量有害气体 ［２—３］ ，中、低烈度林
火可以降低林分密度，减少地表可燃物积累，促进耐火树种的优势地位，维持森林结构和功能，降低森林火灾
风险 ［４］ 。 受气候变暖、极端天气（ 长期干旱） 、火灾季节延长、长期灭火政策等因素影响，森林火灾发生风险和
反复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５］ 。

林火干扰后再次燃烧是森林管理的关键问题 ［６］ ，分析不同烈度林火后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和潜在地表火

行为特征，对于揭示火干扰后再次燃烧机制，制定火灾后长期管理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借
助 ＢｅｈａｖｅＰｌｕｓ、ＦＡＲＳＩＴＥ、ＦｌａｍＭａｐ、Ｆｉｒｅ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ｕｓ、ＦＦＥ －ＦＶＳ、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等林火模拟软件开展了大量关于潜在
火行为的研究。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研究了火后管理对可燃物动态和潜在火行为的影响 ［７］ 。 Ｘｉｅ 等研究了山松甲虫爆
发对火炬松林分可燃物动态和潜在火行为的影响 ［８］ 。 李连强等利用 Ｒｏｔｈｅｒｍｅｌ 模型计算潜在火行为指标，研
究了北京妙峰山林场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与林分结构的关系 ［９］ 。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可燃物负荷量和潜
在火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林分潜在火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经营管理措施对潜在火行为的影响，鲜
有火干扰后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和潜在地表火行为的相关研究。
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是我国华北地区代表性树种之一，分布广、面积大，且非常易燃，容易引发大面积

高烈度森林火灾 ［１０］ 。 本研究以河北辽河源自然保护区 ２０１４ 年不同烈度林火干扰后油松林分为研究对象，基

于野外样地调查和室内实验分析，解决以下关键科学问题：（１） 不同烈度林火对油松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和
潜在地表火行为的影响？ （２） 影响火干扰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的主要因素。 研究结果可以为火干扰后
油松林植被生态恢复和林火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研究地概况
辽河源自然保护区（ 北纬 ４１°０１′３０″—４１°２１′１５″，东经 １１８°２２′３９″—１１８°３７′２１″） 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平泉

市境内，位于辽宁、内蒙、河北三省交界地，总面积 ３３５５４．３ 公顷，是我国暖温带和中温带交错地区典型地带性
森林植被保护区。 保护区内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平均海拔 １１８０ ｍ。 该区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山
地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多变，年平均气温 ７．３℃ ，年平均降水量 ５５０ ｍｍ，当地月平均风速为 ２ ｍ ／ ｓ，月平均极大
风速可达 １０ ｍ ／ ｓ，无霜期 １２０ 至 １３０ 天。 受海拔高度影响，土壤类型主要包括棕壤、褐土、草甸土三大类型 ８

个亚类。 保护区的森林群落包括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山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
白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山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柞树（ Ｘｙｌｏｓｍ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 ，灌
木及草本植被主要有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小叶鼠李（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悬钩子（ Ｒｏｓａ ｒｕｂｕｓ） 、绣线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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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ｒａｅａ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葎叶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ｈｕｍ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 历史火灾资料显示，近
十年内平泉市发生森林火灾共 ８８ 起，其中 ３０％的火灾为上坟烧纸引发，３５％为农民烧荒引发，此外还有小孩
玩火、电器短路、火因不明等其他火因 ［１１］ 。

１．２

样地设置与调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辽河源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因上坟烧纸引发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 １００ 多公顷。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在对不同烈度林火干扰后油松林分全面踏查的基础上，选择林分和立地因子相似、人为干扰较少且具有
代表性地段设置样地，包括不同火烧烈度（ 重度火烧、中度火烧、轻度火烧） 和对照（ 未过火） 样地（ 图 １） ，每块
样地大小 ２０ ｍ × ２０ ｍ，共 １２ 块样地，样地基本情况见表 １。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火烧烈度
Ｆｉｒ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样地基本概况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

胸径
ＤＢＨ ／ ｃｍ

树高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重度火烧 Ｈｉｇｈ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Ｈ）

１１８２

东北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３１

１６．１０±０．４８

１０．５０±０．８０

轻度火烧 Ｌｏｗ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Ｌ）

１１８９

东北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２９

２１．７５±０．７２

１３．７０±０．３８

中度火烧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Ｍ）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

１１７４
１２００

东北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３２

东南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２８

１７．５９±０．７７
１７．５６±０．９６

１２．２１±０．８７
１４．６９±０．１９

冠幅
Ｃｒｏｗ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ｍ

熏黑高度
Ｂｌａｃｋｅｎｅｄ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油松存活率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 ％

８．１０±０．９９

５０．８

－

１００．０

２．１６±０．１６

１０．４９±０．８２

４．５６±０．１９

１．７６±０．０７

３．１３±０．２４
４．２６±０．４３

０

８７．４

火烧烈度是根据烧死木所占比例和树木平均熏黑高度与树高比值确定，火烧烈度划分标准见表 ２ ［１２］ 。

对照样地是过火林分周围未过火的油松林。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火烧烈度划分标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火烧烈度
Ｆｉｒ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划分标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中度火烧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 Ｍ）

树木平均熏黑高度与树高比值在 １ ／ ３—２ ／ ３ 之间，林木死亡率在 ３０％—７０％之间

重度火烧 Ｈｉｇｈ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 Ｈ）
轻度火烧 Ｌｏｗ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 Ｌ）

树木平均熏黑高度与树高的比值大于 ２ ／ ３，林木死亡率＞７０％
树木平均熏黑高度与树高的比值小于 １ ／ ３，林木死亡率＜３０％

在每个标准地内，测定林分海拔、坡度、坡向、坡位，对林分的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枯枝落叶层进行调

查。 测定林分密度、胸径、树高、冠幅、熏黑高度，每个标准地内设置 ５ ｍ × ５ ｍ 的灌木样方 ５ 个，１ ｍ × １ ｍ 的草
本枯落物样方 ５ 个（ 图 ２） 。 将样方内的灌木、草本、地表枯落物全部割除并称量湿重。 地表枯落物包括枯枝
和枯叶两大类，枯叶包括上层枯叶和下层枯叶，枯枝包括 １ ｈ 时滞（ 直径＜ ０．６４ ｃｍ） 、１０ ｈ 时滞（ ０．６４ ｃｍ≤直
径≤２．５４ ｃｍ） 、１００ ｈ 时滞（２．５４ ｃｍ＜直径≤７．６２ ｃｍ） 三类。 细小可燃物是指 １ ｈ 时滞可燃物和草本可燃物，每
个类别的可燃物取样 １００ ｇ 装入信封，带回实验室进行室内实验 ［１３］ 。

１．３

可燃物理化性质

将野外采集的样品放入电热风干燥箱内，在 １０５℃ 条件下，将可燃物烘干至恒质量，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可

燃物干湿比。

Ｄ ＝ （ Ｍ１ －Ｍ２ ） ／ （ Ｍ３ －Ｍ４ ）

（１）

式中：Ｄ 为可燃物干湿比，无量纲，Ｍ １ 为可燃物样品烘干后的质量（ ｇ） ，Ｍ ２ 为信封烘干后的质量，Ｍ ３ 为可燃物
样品烘干前的质量（ ｇ） ，Ｍ ４ 为信封烘干前的质量（ ｇ） 。

样方内调查的各类可燃物量，分别乘以干湿比，得出各样方的各类可燃物绝干质量及平均样方可燃物质

量，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可燃物负荷量。
Ｗ＝

Ｄ ×Ｍ
１００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

４

生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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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烈度林火干扰后油松林样地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式中：Ｗ 为可燃物负荷量（ ｔ ／ ｈｍ ２ ） ，Ｄ 为可燃物干湿比，
无量纲，Ｍ 为地表可燃物质量（ ｇ） ，Ｓ 为可燃物调查面积
（ ｍ２ ） 。

将野外样品烘干、粉碎，取 １ ｇ 压饼，再烘干去除水

分，用 分 析 天 平 准 确 称 量 （ 精 确 到 ０． ０００１ ｇ ） ， 使 用
ＰＲＲ３６００ 型全自动氧弹式热量仪测定样品的热值（ ｋＪ ／
ｋｇ） 。 每种可燃物样品做 ３ 个重复，求平均值 ［１４］ 。

１．４

潜在地表火行为

本研究利用 ＢｅｈａｖｅＰｌｕｓ ５．０ 软件进行潜在火行为

模拟，在不同风速条件和可燃物含水率条件下，将野外
调查和室内实验所得的相关指标输入系统，得到地表火
蔓延速度、单位面积发热量、火线强度、火焰高度、反应
强度作为潜在地表火行为的评价指标 ［１５］ 。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将 １ ｈ 时滞可燃物 ＳＡ ／ Ｖ

（ 表面积与体积比） 设定为 １２６０ ｍ ２ ／ ｍ ３ ，活草本 ＳＡ ／ Ｖ
设定 为 ８８４５ ｍ ２ ／ ｍ ３ ， 活 木 本 ＳＡ ／ Ｖ 设 定 为 ８００ ｍ ２ ／

ｍ ３ ［１１］ ，死可燃物熄灭含水率设定为 ３０％ ［１６］ 。 整个河北
省地区防火期内累年月平均风速约为 ２ ｍ ／ ｓ，平均极大

图２
Ｆｉｇ．２

样方布设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ｌａｙｏｕｔ

风速约为 １０ ｍ ／ ｓ ［１１］ 。 由于本文没有深入分析坡度因子

对潜在火行为的影响，因此将所有样地坡度近似设置为 ３０°。

可燃物含水率条件参照美国林火行为研究中采用的可燃物模型湿度系列，分别表示当地的第 ９０、第 ９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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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７ 百分位的火险天气条件（ 分别用 １ －Ｌｏｗ、２ －Ｍｅｄ、３ －Ｈｉｇｈ 表示） ［１７］ 。 因为林火的发生蔓延受风、可燃物含
水率的强烈影响，在低风速、高可燃物含水率条件下通常不会发生林火，因此本研究设定 Ａ、Ｂ、Ｃ、Ｄ ４ 种风速
和可燃物含水率条件，其中 Ａ 代表月平均风速、１ －Ｌｏｗ 可燃物含水率条件，Ｂ 代表月平均风速、２ － Ｍｅｄ 可燃物
含水率条件，Ｃ 代表月平均极大风速、１ －Ｌｏｗ 可燃物含水率条件，Ｄ 代表月平均极大风速、２ － Ｍｅｄ 可燃物含水
率条件。
１．５

数据分析
本研究以辽河源自然保护区不同烈度林火干扰后油松林分为研究对象，调查地表可燃物和林分结构指

标，结合室内实验，利用 ＢｅｈａｖｅＰｌｕｓ ５．０ 软件进行潜在火行为模拟，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烈度林
火后油松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和潜在地表火行为的差异显著性，采用邓肯多重极差检验法（ Ｄｕｃａｎ） 在 ０．０５ 水
平和 ０．０１ 水平上进行检验。 利用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烈度林火后，影响油松
林潜在地表火行为的主要因素。 所有的数据处理、统计分析均由 Ｒ ４．０．５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烈度林火对油松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的影响
基于野外调查和室内实验分析结果，辽河源自然保护区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特征见

表 ３，油松林地表不同类型可燃物所占比例见图 ３。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 平均值±标准差） ／ （ ｔ ／ ｈｍ２ ）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ｕｅｌ ｌｏａｄ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

火烧烈度 Ｆｉｒ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细小可燃物负荷量 Ｆｉｎｅ ｆｕｅｌ ｌｏａｄ

地表可燃物总负荷量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ｕｅｌ ｌｏａｄ

重度 Ｈｉｇｈ

中度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３０．７１±５．２３

４９．９０±１６．７０

１．７７±０．５１

１．９３±０．０７

轻度 Ｌｏｗ

１．６２±０．０４

２０．１５±０．２４

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５７±０．２６

６２．７２±６．３１

由表 ３ 可知，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地表可燃物总负荷量的范围是 １７．３１—７５．２４ ｔ ／ ｈｍ ２ ，细小可燃物负

荷量的范围是 １．１１—２．７８ ｔ ／ ｈｍ ２ 。 地表可燃物总负荷量大小关系为对照＞中度火烧＞重度火烧＞轻度火烧，细
小可燃物负荷量大小关系为中度火烧＞重度火烧＞轻度火烧＞对照。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火烧烈度
之间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和细小可燃物负荷量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

图３
Ｆｉｇ． ３

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地表不同类型可燃物所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ｂ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ｉｒ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ｉｅｓ

由图 ３ 可知，重度和中度林火后地表可燃物主要是枯 １０００ 可燃物，分别占可燃物负荷量达到 ６４．０％ 和

５０．０％，轻度火干扰和对照组的地表可燃物主要是下层枯叶，分别占可燃物负荷量达到 ４４．８％和 ７４．６％。 火干
扰后，灌木、草本、枯 １００ 可燃物负荷量均有所增加，并且随着火烧烈度的增大而增大。 下层枯叶可燃物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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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且随着火烧烈度的增大而减小。 此外，火干扰后枯 １、枯 １０ 可燃物均有所增加。 轻度林火后上层枯
叶可燃物增多，枯 １０００ 可燃物减少，重度和中度林火后上层枯叶可燃物减少，枯 １０００ 可燃物增多。

２．２

不同烈度林火对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的影响

分析不同风速和可燃物含水率条件下，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特征（ 地表火蔓延速度、
单位面积发热量、火线强度、火焰高度、反应强度） ，结果见图 ４。

由图 ４ 可知，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特征（ 地表火蔓延速度、单位面积发热量、火线强

度、火焰高度、反应强度） 大小关系总体呈现出轻度火烧＞对照＞中度火烧＞重度火烧的规律，重度火烧后地表
火蔓延速度、火线强度、火焰高度均为 ０，不会发生地表火。 在不同风速和可燃物含水率条件下，油松林地表
火蔓延速度和火线强度大小关系呈现出 Ｃ＞Ｄ＞Ａ＞Ｂ 的总体规律，当可燃物含水率条件相同时，不同风速条件
下单位面积发热量和反应强度相同。 火焰高度总体规律不明显。

图４
Ｆｉｇ．４

不同风速条件、不同可燃物含水率条件、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ｓ，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ｕｅｌ ａｎｄ ｆｉｒ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ｉｅｓ

Ａ：月平均风速、１⁃Ｌｏｗ 可燃物含水率条件；Ｂ：月平均风速、２⁃Ｍｅｄ 可燃物含水率条件；Ｃ：月平均极大风速、１⁃Ｌｏｗ 可燃物含水率条件；Ｄ：月平
均极大风速、２⁃Ｍｅｄ 可燃物含水率条件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风速和可燃物含水率条件下，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蔓延
速度、火 线 强 度 不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 Ｐ ＞ ０． ０５） ， 单 位 面 积 发 热 量、 火 焰 高 度、 反 应 强 度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 Ｐ＜０．０５） 。

２．３

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与林分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方法对潜在地表火行为与林分结构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

林潜在地表火行为与林分结构的关系，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林分密度、平均胸径、１ ｈ 可燃物负荷量与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均无显著

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

在乔木层指标中，平均树高与单位面积发热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平均冠幅与单位面积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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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反应强度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１） ，与火线强度、火焰高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与林分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ｄｆｉｒｅ
地表火蔓
延速度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ｒ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ｒａｔｅ

林分结构 Ｓｔ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乔木层

林分密度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平均胸径

－０．０４２
０．２４７
０．１８９

平均树高

０．３７２

平均冠幅
灌草更新层

灌木负荷量

Ｓｈｒｕｂ， ｇｒａｓｓ ａｎｄ

草本负荷量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０．５８４
－０．３７１
０．３２７

油松更新密度

－０．５１６

油松更新基径

枯枝落叶层

上层枯叶负荷量

Ｌｉｔｔｅｒ ｌａｙｅｒ

１ｈ 可燃物负荷量

０．４８６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４

土壤含水率

∗和∗∗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０５ 和 ０．０１

相关性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单位面积
发热量
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火线强度
Ｆｉｒｅ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火焰高度
Ｆｌａｍｅ
ｈｅｉｇｈｔ

反应强度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５５３

０．１４４
０．３７７

０．１８２

０．２１７

０．４０８

０．５０８

０．５６９

０．３２９
０．６８６

∗

∗

０．８０９ ∗∗

－０．７８４

∗∗

０．８６３

∗∗

０．７４３

∗∗

０．６６１

∗

－０．７３１ ∗∗
－０．７７４ ∗
０．５２９

０．４６０

０．５９１ ∗

－０．６０９
－０．５１４
０．５３２

－０．５９６
０．５３１
０．２５８
０．３０６

∗

０．５０４

０．６７２ ∗

－０．７４９

∗∗

－０．６２４ ∗
０．６７２

∗

０．６７４

∗

０．７２３ ∗∗

－０．８０７ ∗∗
－０．６５４ ∗
０．７３３ ∗

－０．７１３ ∗

－０．７６０ ∗

０．４１３

０．４９７

０．５０２

０．７２８ ∗∗
０．５６４

在灌草更新层指标中，灌木负荷量与单位面积发热量、火焰高度、反应强度都存在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Ｐ＜

０．０１） ，与地表火蔓延速度、火线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草本负荷量与单位面积发热量存在极显

著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与火焰高度、反应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 油松更新密度与单位面积发
热量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１） ，与火焰高度、反应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 油松更新基径
与单位面积发热量、火焰高度、反应强度都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

在枯枝落叶层指标中，上层枯叶负荷量与单位面积发热量、反应强度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１） ，

与火焰高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 土壤含水率与单位面积发热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

２．４

影响潜在地表火行为的主要因素分析

运用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诊断法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５，说明不同变量之

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 剔除与潜在地表火行为特征不相关的影响因素（ 林分密度、平均胸径、１ ｈ 可燃物负
荷量） ，对林分结构 ８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５ 显示了影响潜在地表火行为因素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能够
表示不同指标对潜在地表火行为的影响。

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 ８０％的原则，选择了 ２ 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８２．８％。 如表 ５ 所示，第 １

主成分中所有指标系数均小于 ０．４，油松更新基径、灌木负荷量、平均冠幅、上层枯叶负荷量系数相对较大，反
映了乔木层、灌草更新层、枯枝落叶层对潜在地表火行为的综合影响，第 ２ 主成分中油松更新密度的系数为 －

０．８４３，其他指标系数均小于 ０．４，主要反映油松更新对潜在地表火行为的影响。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辽河源

自然保护区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分潜在地表火行为主要受油松更新基径、灌木负荷量、平均冠幅、上层枯叶
负荷量、油松更新密度的影响。
３

讨论
林火对再次燃烧的作用受之前火干扰烈度、之前火干扰间隔时间、树种组成、森林结构、可燃物、植被更

新、地形、水平衡、天气、森林管理等因素影响 ［６，１８—２１］ ，既可以产生正反馈作用（ 自增强模式） ，也可能产生负反
馈作用（ 自调节模式） ［１９，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８

生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ｏ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学

潜在地表火行为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第 １ 主成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乔木层

平均树高
平均冠幅

灌草更新层

灌木负荷量
草本负荷量
油松更新密度
油松更新基径

枯枝落叶层

上层枯叶负荷量
土壤含水率

贡献率

主成分的方差开方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方差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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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ｉ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指标项目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ｘ
载荷矩阵

态

０．３６６
０．３８７

０．２３６

－０．３９１

－０．１２２

０．２１９

－０．８４３

０．３７３

０．３２２

－０．３３６
－０．３９９

０．１７６

－０．２０８

０．３２４

－０．１８４

０．７１１

０．１１７

２．３８５
０．７１１

累积方差贡献率

第 ２ 主成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０．９６７
０．８２８

火干扰后油松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和潜在地表火行为
大面积高烈度火灾后冠层破坏，林内光照条件增强，灌木草本快速生长 ［２３］ ，火烧迹地内残存大量断枝、枯

木，随着时间的推移，断枝坠落、枯木倒下等都会增加地表可燃物负荷量，产生正反馈作用（ 自增强模式） ［１９］ ，
增加未来再次发生地表火的风险 ［２４］ 。 这种反馈作用有可能导致森林向灌木、草地方向逆行演替 ［２５］ ，研究发
现这种正反馈作用与较长的火灾间隔时间、极端火灾天气、地形等因素有关 ［１９］ ，但本研究结果发现高烈度林
火后没有再次发生地表火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高烈度林火后 １ｈ 可燃物和上层枯叶可燃物显著减少，导致火
灾风险降低。

频繁的中、低烈度火灾可以消耗地表可燃物和梯形可燃物，降低再次燃烧的火烈度和风险，提高森林生态
系统对再次燃烧的恢复能力 ［２６］ 。 这种负反馈作用（ 自调节模式） 主要受第一次火烈度和较短的火灾间隔时
间的影响 ［２２］ 。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分结构的变化和可燃物动态可能会增加随后的火行为的影响 ［２７］ 。 中度火
烧与低度火烧的生态作用也存在差异，通常情况下，低烈度火烧只能烧掉地表层的枯枝落叶，火烧后可燃物在
短时间内快速积累，林分密度和可燃物负荷量仍处于较高水平 ［２８］ ，而中度火烧可以明显降低危险可燃物和梯
形可燃物水平，实现更多生态恢复目标 ［２９］ 。

不同烈度林火会产生不同的生态作用，降低林下可燃物负荷量，进而影响潜在地表火行为。 但本研究结

果发现，不同烈度林火之间，细小可燃物负荷量和地表可燃物总负荷量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这与
田野等 ［３０］ 研究结果相矛盾。 分析主要是因为重度和中度林火烧掉大量地表枯枝落叶，灌木草本快速更新，随
着时间的推移，火干扰 ５ 年后地表可燃物逐渐积累，受枯枝坠落等因素影响，重度和中度火烧样地 １０００ ｈ 时
滞可燃物明显增多，可燃物负荷量逐渐积累。
３．２

火干扰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与林分结构的关系
乔木层林分结构会间接影响潜在地表火行为 ［９］ ，火干扰后森林冠层受到影响，特别是重度火烧后的森林

冠层几乎被完全破坏，增加了林内光照条件，改变了局部小气候条件 ［１０，３１］ 。 灌草更新层和枯枝落叶层能够直
接影响潜在地表 火 行 为， 火 干 扰 后 清 理 了 部 分 地 表 可 燃 物， 灌 木 草 本 快 速 生 长， 对 再 燃 的 火 行 为 产 生 影
响 ［３２—３３］ ，这种影响的具体作用主要与第一次火烈度和火灾间隔时间有关 ［１９］ 。 此外枯枝可以作为余烬来源和
余烬着火的接受面 ［３２］ ，当枯枝掉落时可以增加地表可燃物负荷量 ［３４］ ，增加火灾停留时间 ［３５］ ，影响火行为和
火蔓延。 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只有上层枯叶与地表火蔓延速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 ，与火线强
度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Ｐ＜０．０１） ，其他指标均与地表火蔓延速度和火线强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Ｐ ＞ ０．

０５） ，这与其他研究发现的灌木和枯枝是再燃火烈度的重要预测因子的结果相矛盾 ［３２，３６］ 。 分析可能是因为样
地中灌木植被的水平连续性较低，不会增加再次燃烧过程中的地表火烈度 ［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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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迹地植被生态恢复管理应用
中、低烈度火烧是清理林内危险可燃物、降低森林火灾风险的有效手段 ［３７］ 。 我国东北、西南部分林区在

防火期到来之前的有利天气条件（ 低温度、低风速、高相对湿度） 下开展计划烧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森林火
灾风险 ［３８］ ，但受较低火烈度影响，干扰程度较小，地表枯落物积累速度快，林分密度和可燃物负荷可能仍处于
较高水平，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生态恢复目标 ［２８，３９］ 。 大量研究发现中度火烧是恢复森林结
构（ 长期采取灭火政策） 的有效工具 ［４０］ ，能够有效降低林分密度并清理林下危险可燃物 ［３９］ ，可以平衡保护野

生动物生存环境、提高林下生产力、降低森林火灾风险等多个目标 ［２１］ ，同时中度火干扰后引起的树木密度降
低和异质性，使这些森林能够适应高温和干旱环境 ［４１］ ，实现更多生态恢复目标。 但中度火烧存在跑火可能
性，可能会导致部分冠层树木死亡，甚至烧毁附近的一些植被和房屋，这在居民区附近和生态重要性极高的一
些区域是不允许的 ［４２］ 。
４

结论
本研究初步探讨了不同烈度林火对油松林地表可燃物负荷量和潜在地表火行为的影响，为探讨油松林火

后再次燃烧规律提供了经验数据。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烈度林火后油松林潜在地表火行为主要与平均冠幅、
上层枯叶负荷量、灌木负荷量、油松更新密度密切相关，在不同风速和可燃物含水率条件下，不同烈度林火均
可以消耗地表可燃物，降低再次燃烧的火烈度和风险。
火干扰后可燃物动态及潜在火行为规律是林火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揭示火干扰后再次燃烧机制对于
火烧迹地植被生态恢复、森林经营管理（ 计划烧除） 等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的研究多侧重于火干扰后短期反
应，重点关注一个火灾季节或一次火灾干扰事件，没有深入分析多维度不同因素的协同作用，且受林火行为预
测模型限制，模拟结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降低研究结果的广泛适用性。 同时森林可燃物空间异质性大，少
量的野外调查样地难以充分反映区域可燃物负荷量变化，一些陡峭、偏远的地形条件很难到达，野外生长茂密
的灌木给调查取样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冠层断枝坠落和枯立木倒下增加了安全风险。 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
引入遥感、无人机、雷达、５Ｇ 等技术，基于不同时空尺度数据，结合地面验证数据，并增加实验重复次数，利用
决策树、贝叶斯、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火干扰后可燃物动态变化规律及潜在火行为
特征，揭示林火干扰后再次燃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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