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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厚壳桂人工林生长规律与林分更新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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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黄果厚壳桂人工林生长规律及林分更新特征，为其人工林栽培和生态公益林改造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采用树干解析法对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解析木胸径、树高及材积生长量进行测量，绘制生长曲线，分

析其生长规律；采用样地调查法测量林下更新幼苗的密度、地径和苗高，并进行苗高分级，分析黄果厚壳桂人工林林

分的更新特征。【结果】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胸径、树高和单株材积分别为18.82 cm、17.53 m和0.180 m3。胸径和

树高在第0~6年生长缓慢，胸径生长快速期在第6~11年，生长量为0.73~0.92 cm/年；树高生长快速期在第7~19年，生长

量为0.60~0.97 m/年；材积生长较缓慢，36年生材积平均生长量仅0.005 m3/年，最高连年生长量为0.012 m3/年。人工

林林下更新幼苗丰富，苗木平均密度为25.25株/m2，其中以1~2龄苗木为主，占更新幼苗总数的82.43%，3龄及以上各

龄级幼苗数量分别占更新幼苗总数的0.74%~3.50%。高度级在Ⅰ级和Ⅱ级（苗高20 cm以下）苗木占更新幼苗总数的

81.20%，Ⅲ级及以上等级的幼苗数量占更新幼苗总数的0.74%~7.67%。苗龄3年以上或苗高20 cm以上苗木存活概率

高。【结论】黄果厚壳桂人工林生长较缓慢，特别是材积生长慢及生长周期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作为常规用材林进

行培育，但其人工林林下自然更新状况良好，林下苗木储备充足，可作为当前生态公益林营造和短周期轮伐树种生态

公益改造的优良替代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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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law and stand re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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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owth rules and stand regeneration of Cryptocarya
concinna plantation，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la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forest.【Method】The diame-
ter at breast height（DBH），tree height and volume growth of 36 years old C. concinna plantation were measured by the
method of trunk analysis，the growth curve was drawn，and the growth rule was analyzed. The density，ground diameter
and height of regeneration seedlings were measured by the method of sample plot investigation，and the height grading of
seedlings was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re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 concinna plantation.【Result】The DBH，tree
height and volume of 36 years old C. concinna plantation were 18.82 cm，17.53 m and 0.180 m3，respectively. DBH and
tree height grew slowly in 0-6 years old，the rapid growth period of DBH was in 6-11 years old，and the growth amount
was 0.73-0.92 cm/year，and the tree height growth was 0.60-0.97 m/year in 7-19 years old，which was fast. The volume
growth was relatively slow，average growth of volume in 36 years old was only 0.005 m3/year，and the maximum annual
growth was 0.012 m3/year. The plantation was rich in undergrowth regeneration seedlings，with an average seedling densi-
ty of 25.25 plant /m2，of which 1-2 years old seedlingswere dominant，accounting for 82.43% of the total regeneration
seedlings，and 3 years old and above seedlings accounted for 0.74%-3.50% of the total. The number of seedlings inⅠlevel
and Ⅱ level seedlings height（seedlings under 20 cm height）was 81.20% in total，Ⅲ level and above levels seedlings
occupied 0.74% - 7.67% of the total regeneration seedlings. The seedlings with the age above 3 years old or the height
above 20 cm had a high survival rate.【Conclusion】The growth of C. concinna plantation is slow，especially the growth of
volume，and the growth cycle is long，which affects its cultivation as a conventional timber forest. The natural rege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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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黄果厚壳桂（Cryptocarya conci-

nna）系樟科（Lauraceae）厚壳桂属（Cryptocarya）常

绿乔木，主要分布在我国广东、广西、江西和台湾等

海拔600 m以下谷地或缓坡常绿阔叶林中，越南北部

也有分布（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1982），树高达18 m，胸径达35 cm，树皮淡褐色，木

材可作家具和建筑材料。但黄果壳桂材积生长较缓

慢、生长周期长，人工栽培及木材的应用较少，导致

目前主要将其定位在水源涵养树种。树干解析法是

当前林木生长规律研究的主要方法，普遍用于火力

楠林分（梁有祥等，2011）、灰木莲林分（韦善华等，

2011）、红锥林分（唐继新，2012）及长白落叶松人工

林（何远洋等，2014）等各类林分的生长规律分析。

树干解析结果能准确地反映树木生长规律，为人工

林经营提供科学依据。因此，解析黄果厚壳桂人工

林生长情况，研究林下幼苗更新特征，对其人工林栽

培和人工辅助自然更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前人研

究进展】关于黄果厚壳桂的研究，莫江明等（1994）研

究揭示了其群落氮素的累积和循环具有氮归还量

大、循环系数高、周转期短等特点；彭少麟和张祝平

（1990）、彭少麟和李丹（1995）研究认为黄果厚壳桂

是中生性气候顶级群落的建群种和优势种，在维持

群落结构的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周先叶等

（1997，2001）研究发现黄果厚壳桂天然种群林下以

2龄和3龄幼苗占优势，土壤中氮、磷、钾、有机质含量

和pH等对1~3龄黄果厚壳桂幼苗生长具有显著影

响，对3龄以上幼苗无显著影响；李志安等（1999）指

出黄果厚壳桂不同林层个体具有相似特征个体间差

异不明显；吕明和等（2006）研究显示鼎湖山黄果厚

壳桂粗死木质残体的分解常数K随直径的增加从

0.2225/年呈指数降低至0.1257/年；张池等（2006）开

展种内竞争研究，结果发现黄果厚壳桂种内竞争弱

于与伴生树种云南银柴种间竞争；黄伟（2014）共分

离鉴定了44个化合物结构，其中12个为新的黄酮类

化合物；陆湘云等（2019）研究指出，黄果厚壳桂生材

密度随着树高增加呈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基

本密度总体上呈逐渐减小趋势，均值分别为0.979和

0.544 g/cm3。【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关于黄果厚壳桂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然林种群群落演替、养分循环、

生物量与生产力及种群结构与种群竞争等方面，对

其人工林种群的研究较薄弱，针对人工林整个生长

历程及其规律的研究仍属空白。【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分析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生长规律和更新

特点，旨在揭示黄果厚壳桂人工林各生长阶段的特

点及人工林更新特征，为其人工林栽培、种群更新及

生态公益林改造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黄果厚壳桂试验林位于广西南宁市南郊良凤

江国家森林公园（东经108°15 ′ 14″~108°22 ′ 22″，北

纬22°34 ′ 39″~22°46 ′ 48″），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研

究区域年均气温21.8 ℃，极端最高气温40.0 ℃，极

端最低温-2.0 ℃，≥10.0 ℃年积温约7200.0 ℃，年日

照时数1450~1650 h，年降水量1200~1500 mm，降水

多集中在5—9月，年蒸发量1250~1620 mm，空气湿

度79%左右。选取的标准样地海拔约125 m，坡向为

东坡，坡度20°~30°，土壤厚度在80 cm以上，土壤类

型为赤红壤。林分的前茬为马尾松纯林，1985年采

伐马尾松，同年经过炼山整地后以黄果厚壳桂实生

苗造林，初造林设计株行距2 m×3 m，造林前3年辅

以人工施肥、除草抚育，之后不再进行任何人工抚

育，人工林郁闭度在0.8以上，平均胸径18.4 cm，平均

树高达17.5 m，林相健康。林分郁闭度较大导致林

下植被种类较少，林下多以黄果厚壳桂更新幼苗为

主，同时还有零星分布的东方乌毛蕨（Blechnum ori-

entale）、粗叶榕（Ficus hirta）、毛果算盘子（Glochidi-

on eriocarpum）、玉叶金花（Mussaenda pubescens）等。

1. 2 试验方法

1. 2. 1 生长规律调查 黄果厚壳桂生长规律调查

采用解析木法。于2017年8月在广西南宁良凤江国

家森林公园引种栽培区黄果厚壳桂人工林内布设标

准样地3个，样地大小为20 m×20 m，对标准样地进

行每木检尺，根据样方每木调查结果选择1株平均木

作为解析木，共选择标准解析木3株。确定并标注好

解析木南北向后于树干基部伐倒，在样木树高0 m、

1.3 m位置及1.3 m往上每隔2 m截取圆盘（圆盘厚度

约5.0 cm），样木带回试验室进行抛光。采用钉钉子

tion of of C. concinna plantation is fine，provides sufficient seedlings storage，which can be a good alternative species for
ecological forest and short rotation tree species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Cryptocarya concinna；plantation；growth law；stand regeneration
Foundation item：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 of Central Finance（〔2017〕

TG14）；Guangxi Forestry Research and Promotion Project（gl2019k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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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量样木年轮宽度以获得解析木胸径生长速度，

按照不同圆盘所在高度及其年轮数量绘制树高生长

曲线并确定每年的树高及增长量；材积计算采用平

均断面面积公式计算，解析木材积为各木段材积之

和（李松海等，2016）。

1. 2. 2 林下苗木更新情况调查 于2017年5月采

用临时样方调查法调查广西南宁良凤江国家森林公

园引种栽培区黄果厚壳桂人工林林下苗木的更新情

况。在黄果厚壳桂林下设3个样方进行调查，样方大

小4 m×4 m，采用电子数显游标卡尺（量程0~150

mm，精度0.01 mm）于苗木距地面1 cm处测量地径，

采用钢卷尺测量苗高。将林下更新幼苗高度按10

cm为分级标准共分11个等级：Ⅰ级<10 cm，10 cm≤
Ⅱ级<20 cm，…，90 cm≤Ⅹ级<100 cm，100 cm≤Ⅺ级

进行分级。参考周先叶等（1997）关于黄果厚壳桂年

龄与地径和苗高的关系方程计算林下苗木年龄：A=

0.02H+0.48D+0.08。式中，苗木年龄（年），H为苗高

（cm），D为地径（mm）。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DPS v7.05和Excel 2003进行统

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黄果厚壳桂人工林的生长规律

2. 1. 1 胸径的生长规律 经树干解析，黄果厚壳

桂胸径生长情况如图1所示，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

林胸径达18.82 cm，平均生长量为0.52 cm/年；在造

林早期（林龄0~6年）生长缓慢，在第6~11年生长较迅

速，胸径连年生长量在0.73~0.92 cm/年，第8年后生

长速度逐年降低，36年时降至0.40 cm/年；连年生长

量曲线与平均生长量曲线于第21年附近最接近，此

时胸径平均生长量达最大（0.56 cm/年）；第21年后林

分胸径的生长受到林分密度等制约，胸径平均生长

量开始降低，此时可采取间伐的方式促进林分胸径

的生长。

2. 1. 2 树高的生长规律 从图2可看出，36年生黄

果厚壳桂人工林树高达17.53 m，平均生长量为

0.49 m/年；树高连年生长量在不同年份间差异较明

显，其中树高生长快速期在造林后7~19年，期间连年

生长量在0.60~0.97 m/年，平均生长量为0.73 m/年；

幼林期（林龄0~6年）和林分生长后期（林龄>18年）树

高生长缓慢，期间平均生长量为0.36 m/年，仅为快

速期的49.32%，处于较低水平。连年生长量曲线和

平均生长曲线均随树龄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

化趋势，连年生长量和平均生长量在第18年达最大

值，分别为0.97和0.59 m/年。

2. 1. 3 材积的生长规律 从图3可看出，36年生黄

果厚壳桂人工林单株平均材积、材积连年生长量和

材积平均生长量分别为 0.180 m3、0.012 m3/年和

0.005 m3/年；0~36年的单株平均材积一直处于增长

期；材积连年生长量曲线呈现逐年增大趋势，第36

年时黄果厚壳桂材积连年生长量达到最大（0.012

m3/年）；材积平均生长曲线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状态，

涨幅较小；0~36年期间材积连年生长曲线与平均生

长曲线仍未相交，即黄果厚壳桂材积生长未达数量

成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材积的增长是一个缓慢

而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前15年生长特别缓慢（<

0.003 m3/年），因此，黄果厚壳桂合适作为混交林长

短结合经营模式中的后期经营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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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的胸径生长情况
Fig.1 The growth of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DBH）in 36-

year-old C. concinna 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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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树高生长情况
Fig.2 The growth of tree height in 36-year-old C. concinna

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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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人工林种群结构与更新特征

2. 2. 1 林下更新幼苗的高度级结构特征 从图4

可看出，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林下16 m2调查样

方黄果厚壳桂更新幼苗共404株，密度为25.25株/m2，

高度分级情况如下：Ⅰ级和Ⅱ级苗木为103和225株，

分别占调查样方更新幼苗总数的25.50%和55.70%，

合计占81.20%；Ⅲ级及以上幼苗数量骤减，Ⅲ级幼苗

数（15株）仅占更新幼苗总数的3.70%，Ⅳ~Ⅹ级幼苗

数量均较少，有3~8株不等，分别占更新幼苗总数的

0.74%~2.00%；Ⅺ级幼苗株数稍多，为31株，占更新

幼苗总数的7.67%，苗高大于Ⅱ级的苗木各级间差异

不明显（Ⅺ级除外），比较稳定。说明黄果厚壳桂人

工林林下更新幼苗总量庞大，在林下形成了黄果厚

壳桂幼苗库；更新幼苗的高度绝大部分在20 cm以

下，苗木一旦突破20 cm高度后其存活的概率明显提

升，因此20 cm高度可能是林下幼苗更新的临界

高度。

2. 2. 2 林下更新幼苗的苗龄结构特征 从图5可

看出，16 m2调查样方内，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

林下更新幼苗当中1龄（199株）和2龄（134株）在数量

上占绝对的优势，分别占样方更新幼苗总数的

49.26%和33.17%；林下不同龄级更新幼苗的数量随

苗龄的增加逐渐减少，其中，1~3龄幼苗数量逐级减

少明显，特别是3龄幼苗的保存率急速减少，3龄及以

上龄级幼苗数量在3~14株，分别约占更新幼苗总数

的0.74%~3.50%。林下苗木主要以低龄阶段的苗木

为主，长成大苗或幼树较少，原因可能是黄果厚壳桂

属中生性气候顶级群落的特性能为林下幼苗提供较

适宜生长的荫蔽湿润环境，但缺乏必要的空间和光

照使幼苗无法长成幼树。

3 讨论

本研究中，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胸径、树

高和材积的生长量分别为18.4 cm、17.5 m和0.180

图 3 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单株平均材积生长情况
Fig.3 The growth of average volume per plant in 36-year-old C. concinna plantation

图 4 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林下更新幼苗的高度级分布
Fig.4 Seedling height distribution in the undergrowth of 36-

year-old C. concinna plantation

图 5 36年生黄果厚壳桂人工林林下苗木的苗龄结构
Fig.5 Age structure of seedlings in the undergrowth of 36-year-

old C. concinna 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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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材积生长较缓慢，较常用乡土造林树种27年生火

力楠（胸径21.0 cm、树高19.1 m、带皮材积0.310 m3）

（梁有祥等，2011）生长慢，明显慢于28年生红锥人

工林的胸径、树高和材积生长（分别为22.30 cm、

24.70 m和0.4880 m3）（刘菲等，2014），慢于30年生铁

坚油杉针叶林份胸径、树高和材积生长（分别为

32.80 cm、14.4 m和0.4799 m3）（韦秋思等，2014），也

明显慢于33年生广东琼楠胸径生长量、树高生长量

及带皮材积生长（分别为23.6 cm、19.7 m和0.38986

m3）（钟连香等，2018）。通过对比广西不同常见造林

树种生长情况发现黄果厚壳桂林木生长特别是材积

生长较缓慢将是限制其作为短期用材树种进行培

育，但是其材积生长期限长，36年生时材积连年生长

仍未到达生长峰值，可作为中长期栽培树种进行定

向栽培。

36年生黄果厚壳桂林下幼苗数量庞大，苗木年

龄结构和苗高级分布以苗高20 cm以下或1~2龄苗木

为主，长成幼树的苗木很少，与周先叶等（2001）关于

对鼎湖山黄果厚壳桂天然种群的研究结果一致，林

分自然更新在林下形成黄果厚壳桂幼苗库。林下大

量生长的幼苗可保证林分更新潜力和林分的稳定

性，以应对环境变化或者干扰对群落的冲击，保证群

落的长期稳定，同时在营造生态公益林或与其他速

生纯林混交营造复层林、提高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

具有较大优势。

此外，樟科植物木材一般具有结构细致、纹理

细腻及材质较硬的优良特性，本研究在采伐黄果厚

壳桂样木及截取其圆盘的过程中也发现其具有此类

特性。黄果厚壳桂能否作为优质乡土珍贵树种进行

定向栽培还取决于其木材材性和材质特点，因此，进

一步开展黄果厚壳桂的木材材性等研究显得尤为

重要。

4 结论

黄果厚壳桂人工林生长较缓慢，特别是材积生

长慢及生长周期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作为常规

用材林进行培育，但其人工林林下自然更新状况良

好，林下苗木储备充足，可作为当前生态公益林营造

和短周期轮伐树种生态公益改造的优良替代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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