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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猴樟苗期生长规律及其养分动态变化规律，为猴樟苗期培育合理水肥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方法】测定猴樟一年生容器苗苗高和地径生长、生物量积累和分配及苗体氮、磷、钾含量的年变化，利用Logistic非线

性模型对苗高和地径生长规律进行拟合与分析。【结果】猴樟一年生苗苗高有2次生长高峰，高峰期净生长量占全年净

生长量的55.87%；地径有3次生长高峰，高峰期净生长量占全年净生长量的47.4%，地径生长高峰滞后于苗高生长高

峰。9月为苗木生物量积累高峰期，6—8月中旬幼苗以地上部生物量积累为主，其生物量占整株比例从67.1%升至

84.4%；根系生长于8月中旬以后开始加速，生物量占整株比例从15.6%升至20.2%。利用Logstic方程建立猴樟一年生

苗高、地径生长规律的拟合模型，其决定系数（R2）分别达0.985和0.994，可靠性较高；将猴樟一年生容器苗生长划分为

3个时期：渐增期、速生期、缓增期。生长初期，植株根、茎、叶的氮磷含量均有所增加，而钾含量表现为根部下降，茎叶

上升；生长后期根部的磷钾含量上升，氮含量下降；氮元素主要分布于叶部，钾和磷元素主要分布于根茎部。【结论】猴

樟一年生苗地径生长滞后于苗高生长，幼苗生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且苗木各器官氮、磷、钾含量随时间而发生动态

变化；建议在猴樟苗期管理过程中氮、磷、钾应配合施用，生长后期应少施氮肥，增施磷、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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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rules and nutrient accumulation dynamic changes of
Cinnamomum bodinieri Levl. at seedl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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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find the growth rules and nutrient dynamic changes of Cinna-
momum bodinieri Levl. at seedling stag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reasonable seedling management
system.【Method】Annual changes of seedling height，ground diameter，biomass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diffe-
rent contents of nitrogen（N），phosphorus（P），potassium（K）in different organs of C. bodinieriat seedling stage were esti-
mated，and growth rhythm was fitt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non-linear models of Logistic.【Result】The height growth of
one-year container seedlings of C. bodinieri had two peaks，the net growth at the peaks accounted for 55.87% of the total an-
nual growth.The ground growth had three peaks，accounting for 47.4% of the total annual growth，the ground diameter
growth peak lagged behind the seedling height growth peak.September was the peak period of seedling biomass accumula-
tion. During June and mid-August，seedlings mainly accumulated aboveground biomass，the proportion of biomass to the
whole plant increased from 67.1% to 84.4%. Root growth accelerated after mid-August，and the proportion of biomass to
the whole plant increased from 15.6% to 20.2%. The fitting model of height and ground diameter growth rules of one-year
C. bodinieri seedlings was constructed by Logistic equation，the consistency（R2）were 0.985 and 0.994 respectively，
hence the reliability was high. The growth of one-year C. bodinieri seedling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cumula-
ting，fast-growing and moderate growth.During the early growing period，contents of N and P in roots，leaves and stems
increased，but content of K in roots decreased，content of K in leaves and stems increased. During the late growing season，
the contents of P and K in roots increased while contents of N decreased. N elemen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leaves，K
and P elemen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roots and stems.【Conclusion】The ground diameter growth of annual seedlings
of C. bodinieri lags behind the height growth，and the seedling growth has obvious stages，and the content of N，P，K in
all organs of seedlings change dynamically with time. N fertilizer，P fertilizer and K fertilizer should be applied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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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猴樟（Cinnamomum bodinieri Levl.）

是樟科樟属乔木，原产于中国，多分布于云南、湖北、

贵州、四川东部及湖南西部等地（杨成华和任远，

2001），是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重要的组成树种

之一（于志民等，2016）。猴樟具有生长速度快、树形

美观、抗逆性强及木材紧密的特性，是优良的用材木

（韩浩章等，2019）；此外，其适宜生长于深厚、肥沃和

水湿条件较好的土壤，对水分和温度具有广泛的适

应性（韦小丽和熊忠华，2005），被广泛应用于园林绿

化（于志民等，2017）。树木的生长发育不仅受到植

物本身遗传物质的影响，还与各类生态因子息息相

关，了解幼苗的生长规律不仅有利于优质苗木的培

育，降低育苗成本，且通过结合植物生长过程中养分

运转规律，对猴樟育苗过程中水肥管理制度的合理

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人研究进展】韦小丽

（2003）对不同光环境下香樟与猴樟苗木的生态适应

性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猴樟比香樟稍喜光。程许

娜（2012）、宋芳琳等（2012）通过自然降温试验发现

猴樟较芳樟、香樟具有更强的低温胁迫适应能力，猴

樟对-7 ℃能表现出一定的抗寒能力，但短期内温度

骤降会对猴樟幼苗造成一定伤害。张怡等（2014）通

过对云南及贵州地区6个地理种源猴樟进行育苗试

验，初步筛选出云南腾冲地区种源猴樟为优良种源，

贵州凯里地区猴樟对光的生态适应性较好。韦小丽

和陈瀚林（2016）对猴樟混交林进行研究发现猴樟×

杜英×楠木是一种较好的混种模式。于志民等

（2016，2017）对猴樟容器育苗展开研究，探索出最适

宜猴樟一年生容器苗的育苗容器及育苗基质。杨应

（2018）在研究中发现高浓度的CO2与AM真菌对猴

樟幼苗生长和养分利用可能存在一定的协同作用。

此外，贡丹敏等（2019）研究发现猴樟幼苗具有一定

的耐盐碱胁迫能力；韩浩章等（2019）研究发现高浓

度HCO3
-和CO3

2-会降低猴樟对氮素、磷素及铁素的吸

收；张丽华和韩浩章（2019）研究发现2%浓度的木醋

液能改变猴樟幼苗土壤养分状况。【本研究切入点】

目前，有关猴樟幼苗在生长过程中对养分需求及运

转规律的研究鲜有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

对猴樟一年生苗的年生长规律及植株不同器官的

氮、磷、钾养分含量变化规律进行研究，为猴樟育苗

过程中确定合理水肥管理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技术开发

区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花卉盆景基地，位于东经

115°49 ′ 46.72″、北纬28°45 ′ 34.04″，属亚热带季风湿

润气候，日照充足，1月平均气温5.7 ℃、最低气温-3.9 ℃，

7月平均气温28.6 ℃、最高气温38.7 ℃，年降水量

1600~1700 mm，年平均相对湿度78.5%。

1. 2 试验材料

试验树种为由高安市邓志平园林苗木公司提

供的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大小一致的一年生猴樟

播种苗。育苗基质按体积比为黄心土∶火烧土∶草炭

土∶河砂∶生物有机肥=5∶2∶1∶2∶1。基质理化性质

为：pH 5.92，容重1.29 g/cm3，饱和持水率43.88%，总

孔隙度62.26%，有机质含量49.9 g/kg，有效磷含量

54.44 mg/kg，碱解氮含量72.24 mg/kg，速效钾含量

433.21 mg/kg。育苗容器采用规格为15 cm×18 cm

的白色无纺布容器袋。

1. 3 试验方法

于2016年6月10日将猴樟容器苗（平均苗高

7.45 cm、平均地径1.88 mm）摆放在苗床上，苗床上

覆盖遮光度为30%的遮阳网，地上铺设地膜，以防止

幼苗根系扎入土中。种植后于每天傍晚6：00进行浇

水养护。于6月17日—9月17日，设置3个重复，每重

复随机选取10株苗木作为固定观测株，每10 d用钢

卷尺测量苗高，用电子数显游标卡尺测定地径，并在

苗床内随机选取10株平均株（苗高、地径尽可能接近

上一次测量的固定观测株的苗高、地径平均值），将

苗木掘起，将叶、茎、根3部分分别置于105 ℃干燥箱

中杀青15 min，之后在65 ℃条件下烘干，分别测定

叶、茎、根干重。烘干后的根、茎、叶粉碎后采用

H2SO4-H2O2消煮法分别测定其氮、磷、钾含量（鲍士

旦，2000）。植株不同器官氮含量测定采用开氏定氮

seedling management of C. bodinieri. N fertilizer should be applied less，P and K fertilizers should be applied more in the
late stage of seedling growth.

Key words：Cinnamomum bodinieri Levl.；growth rhythm；nutrient dynamics；Logistic model；irrigation and ferti-
lization management

Foundation item：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of Jiangxi（2016BBF60075）；Special Major Construc-
tion Projects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Cunjin College（CJTSZY2016001）；Key Research Project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Cunjin College（CJKY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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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各器官磷含量测定采用钒钼黄比色法；各器官钾

含量测定采用火焰光度计法。

1. 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03及Sigmaplat 12.5进行

整理及绘图；使用SPSS 22.0的Logistic回归分析拟合

苗木的生长规律。

2 结果与分析

2. 1 猴樟一年生苗苗高年生长规律

由图1可看出，猴樟一年生苗的苗高生长遵循

“慢—快—慢”的趋势。在全年的生长过程中，苗高

出现2次生长高峰，第1次生长高峰出现在8月中旬，

苗高旬净生长量达10.62 cm，占全年苗高总生长量

的33.07%，接下来的8月下旬，由于气温持续较高，天

气干燥，水分不充足，苗高生长速率减缓；9月上旬苗

高出现第2次生长高峰，但持续时间较短，苗高旬净

生长量为7.32 cm，占全年苗高总生长量的22.80%。

2次生长高峰期苗高累计净生长量占全年净生长量

的55.87%。

2. 2 猴樟一年生苗地径年生长规律

由图2可看出，猴樟一年生苗地径生长量呈逐

渐增加趋势。在全年生长过程中地径出现3次生长

高峰，第1次出现在7月上旬，地径旬净生长量为

0.836 mm，占全年地径总生长量的15.8%，7月中旬

地径生长速率减缓；7月下旬地径生长出现第2次生

长高峰，旬净生长量为0.686 mm，占全年总生长量

的12.9%；9月上旬出现第3次生长高峰，旬净生长量

为0.995 mm，占全年总生长量的18.7%。3次生长高

峰地径累积生长量占全年生长量的47.4%。

2. 3 猴樟一年生苗的根、茎、叶生物量年变化规律

由表1可知，在整个生长季中，猴樟一年生苗的

根、茎、叶生物量呈逐渐上升趋势。其中，单株根干

重在观测期内增加3.069 g，茎干重增加4.401 g，叶

干重增加7.935 g。由此可看出，在整个观测期内猴

樟一年生幼苗叶干重增长量最大，其次为茎，说明幼

苗地上部生物量积累大于根系生物量积累。

由图3可知，猴樟一年生苗生物量在根、茎、叶

分配的不同时间段表现出不同特征。根生物量对整

株生物量的贡献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

由6月中旬的32.9%下降至8月中旬的15.6%，再上升

至9月中旬的20.2%；茎生物量在整株生物量所占比

重在前期（6月中旬—7月下旬）变化不大，7月下旬以

后所占比重迅速增加，由7月下旬的12.7%上升到9月

上旬的28.5%；叶生物量对整株生物量的贡献率呈现

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由6月中旬的56.1%上升到7月

下旬的69.5%，再下降至9月中旬的51.6%。可见地上

部生物量 6—8月中旬占整株比例从 67.1%升至

测定日期
（月-日）
Date of
determination
（M-D）
06-17
06-27
07-07
07-17
07-27
08-07
08-17
08-27
09-07
09-17

单株平均生物量（g）
Average biomass per seedling

根
Root

0.097±0.016
0.152±0.051
0.174±0.053
0.201±0.073
0.302±0.061
0.522±0.083
0.693±0.118
1.075±0.219
1.826±0.191
3.166±0.603

茎
Stem

0.032±0.007
0.054±0.017
0.079±0.033
0.142±0.025
0.215±0.039
0.401±0.050
1.049±0.177
1.692±0.493
3.164±0.531
4.433±0.808

叶
Leaf

0.165±0.045
0.298±0.069
0.399±0.101
0.613±0.103
1.180±0.189
1.774±0.161
2.694±0.411
3.471±0.826
6.127±1.548
8.100±2.411

整株
Total seedling

0.294±0.056
0.504±0.132
0.652±0.147
0.957±0.187
1.697±0.280
2.694±0.271
4.435±0.572
6.238±1.435
11.117±2.073
15.700±3.402

图 1 猴樟一年生苗苗高生长的年变化规律
Fig.1 Annual variation of height growth of one-year C. bodi-

nieri seedling

图 2 猴樟一年生苗地径生长的年变化规律
Fig.2 Annual variation of ground diameter growth of one-year

C. bodinieri seedling

表 1 猴樟一年生苗各器官生物量年变化
Table 1 Annual variation of biomass in organs of one-year C.
bodinieri 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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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总体而言，叶生物量对整株生物量的贡献率

最高。

2. 4 猴樟一年生苗苗高、地径日生长量拟合与生长

阶段划分

2. 4. 1 幼苗苗高Logistic模型的建立与拟合 猴樟

一年生苗苗高拟合后参数如表2所示，猴樟一年生苗

苗高Logistic方程拟合模型拟合度（R2）为0.985，因

此，此方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2. 4. 2 猴樟一年生苗苗高生长阶段划分 猴樟一

年生苗苗高的Logistic曲线方程为：Y=61.053/（1+

e2.610-0.035t）（R2=0.985，P<0.01），通过对方程进行求导，

计算得出猴樟一年生苗苗高拟合方程的各项参数指

标（表3），猴樟一年生苗理论极限生长量为61.053

cm，最高速生长点为（87，30.53），即苗木生长到第

87 d（9月11日）日生长量达到最高值（30.53 cm），此

时生长速率最高，为0.46 cm/d。此外，猴樟一年生苗

苗高生长速率的拐点出现在第43 d（7月29日）和第

131 d（10月25日），而该段时间的线性增长率为0.41

cm/d，线性增长量为38.37 cm，占其理论总生长量的

62.85%。因此，根据拟合分析及幼苗地上部分实际

生长情况，可将猴樟一年生苗的苗高生长阶段划分

为3个阶段：6月17日—7月29日为苗木生长初期（渐

增期）；7月29日—10月25日共88 d，为苗木生长速生

期；10月25日开始往后为苗木生长缓增期。

2. 4. 3 幼苗地径Logistic模型的建立与拟合 猴樟

一年生苗地径拟合后参数如表4所示，Logistic方程

拟合模型R2为0.994，因此，此方程具备较高的可

靠性。

2. 4. 4 猴樟一年生苗地径生长阶段划分 猴樟一

年生苗地径的Logistic曲线方程为：Y=16.566/（1+

e2.253-0.019t）（R2=0.994，P<0.01），通过对方程进行求导，

计算得出猴樟一年生苗地径拟合方程的各项参数指

标（表3），猴樟一年生苗地径理论极限生长量为

16.566 cm，最高速生长点为（112，8.29），即苗木生长

到第112 d（10月6日）的日生长量达到最高值（8.29

cm），此时生长速率最高，为0.08 cm/d。此外，猴樟

一年生苗地径生长速率的拐点出现在第47 d（8月

2日）和第178 d（12月11日），而猴樟一年生苗在该段

时间的线性增长率为0.07 cm/d，线性增长量为9.17

cm，占其理论总生长量的55.35%。因此，可将猴樟

一年生苗的地径生长阶段划分为3个阶段：6月17

日—8月2日为苗木生长初期（渐增期）；8月2日—12

月11日共130 d，为苗木生长速生期；12月11日开始

往后为苗木生长缓增期。

2. 5 猴樟一年生苗根、茎、叶的氮、磷、钾含量年变化

规律

2. 5. 1 根、茎、叶的氮含量年变化规律 由图4可

知，猴樟一年生苗各器官氮含量存在较大差异，叶片

氮含量最高，根系次之，茎的氮含量最低。从各器官

氮含量年变化规律看：（1）根系氮含量全年出现3个

图 3 猴樟一年生苗各器官生物量比重
Fig.3 Biomass proportions of organs of one-year C. bodinieri

seedling

表 2 幼苗苗高Logistic方程及回归假设检验
Table 2 Logistic equation of seedling height and regression hypothesis test

表 3 猴樟一年生苗年生长阶段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n the growth stage of one-year C. bodinieri seedling

方差来源 Source of variance
回归 Regression
剩余 Surplus
总的 Total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平方和 Sum of squares
1378.621
21.709

1469.291

df
2
7
9

Y=61.053/（1+e2.610-0.035t）（R2=0.985，P<0.01）

均方 Mean square
705.641
3.101

163.255

F
228.275

P
0.000

项目
Item

苗高 Seedling height
地径 Ground diameter

速生期起始点
（t1，y1）

Starting point
of fast growth

stage

（43，15.19）
（47，3.38）

速生期终止点
（t2，y2）

Final point of
fast growth

stage

（131，53.56）
（178，12.55）

速生点
（t0，y0）

Fast growth
point

（87，30.53）
（112，8.29）

速生期（d）
Fast

growth
duration

88
130

生长期参数 Growth period parameter
最大生长速率

（cm/d）
Fastest growth

speed
0.46
0.08

线型生长速度
（cm/d）

Linear growth
speed
0.41
0.07

线型生长量
（cm）
Linear

increment
38.37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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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值及3个波动区段，3个谷值对应的日期分别为6月

下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3个波动区段分别是6月中

旬—7月中旬、7月中旬—8月上旬及8月上旬—9月中

旬；前2个区段变化幅度不大，第1区段根部氮含量由

6月中旬的0.96%下降至6月下旬的0.88%，而后上升

至7月中旬的0.99%，第2区段根部氮含量由7月中旬

的0.99%下降至7月下旬的0.85%，而后上升至8月上

旬的0.92%，第3区段变化幅度较大，氮含量由0.92%

下降至9月上旬的0.56%后上升至9月中旬的0.88%。

（2）茎氮含量全年均呈下降趋势，6月中旬—8月中旬期

间下降趋势极缓，由0.62%下降至0.56%；8月中旬—

9月中旬下降幅度加大，由0.56%下降至0.32%。（3）

叶片氮含量于6月中旬—7月上旬上升，7月上旬—8

月上旬下降，8月上旬—8月中旬上升，但变化幅度均

较小，约为0.10%；8月中旬后叶片氮含量大幅下降，

至9月中旬，下降0.34%。可见，苗木生长期内氮主要

分布在叶部，生长后期（9月中旬后）苗木地上部生长

几乎停止，氮则向根部转移，有利于提高苗木的抗

性，安全越冬；茎氮含量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2. 5. 2 根、茎、叶的磷含量年变化规律 由图5可

知，猴樟一年生苗根磷含量年变化呈现先增后减再

增的变化趋势。生长初期的6月中旬—6月下旬和生

长末期的9月上旬—9月中旬为根系磷快速增长期，

分别由0.295%、0.816%增长至0.785%、1.187%；6月

下旬—9月上旬根系磷含量先缓慢增加后缓慢下降，

先增长到8月中旬的1.001%，再下降至9月上旬的

0.816%，变化幅度很小。茎磷含量于定植初期的6月

中旬—7月中旬增长迅速，随后增长缓慢，至8月中下

旬，茎磷含量迅速下降。叶片磷含量较低，全年变化

不大，生长初期（6月中旬）磷元素在根、茎、叶分配比

例几乎相同，1个月后，根系和茎的磷含量高于叶片

磷含量，至9月中旬地上部生长停止，磷向根系转移。

因此，就全株磷含量而言，植株各器官磷含量表现为

根系>茎>叶片。

2. 5. 3 根、茎、叶的钾含量年变化规律 由图6可

知，根系钾含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且有3个谷值，分别

出现在6月下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6月中下旬、7月

中下旬和8月上旬—9月上旬钾含量均下降，生长后

期（9月上中旬）根系钾含量增加。茎和叶片的钾含

量年变化趋势大体相同，总体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

势，生长初期钾含量增加，生长后期钾含量减少。因

此，苗木旺盛生长期根系钾元素逐渐向茎和叶片转

移，生长后期地上部生长停止后钾向根系转移。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猴樟一年生苗苗高及地径的

生长遵循生物学的基本规律，表现为“慢—快—慢”

的生长趋势，利用Logistic非线性方程对猴樟一年生

苗苗高和地径生长曲线进行拟合具有较高的可靠

性，根据Logistic非线性方程并结合苗木生长实际情

方差来源 Source of variance
回归 Regression
剩余 Surplus
总的 Total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平方和 Sum of squares
28.574
0.181

29.888

df
2
7
10

Y=16.566/（1+e2.253-0.019t）（R2=0.994，P<0.01）

均方 Mean square
15.363
0.026
3.321

F
600.978

P
0.000

表 4 幼苗地径Logistic方程及回归假设检验
Table 4 Logistic equation of ground diameter and regression hypothesis test

图 4 猴樟一年生苗不同器官氮含量年变化规律
Fig.4 Annual variation of nitrogen（N）content in different or-

gans of one-year C. bodinieri seedling

图 5 猴樟一年生苗不同器官磷含量年变化规律
Fig.5 Annual variation of phosphorus（P）content in diffe-

rent organs of one-year C. bodinieri 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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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将猴樟一年生苗年生长划分成3个时期，即渐增

期、速增期、缓增期，其中苗高生长的速生期为7月29

日—10月25日，持续88 d左右；地径的速生期为8月2

日—12月11日，持续时间达130 d左右，由此表明猴

樟一年生苗年生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但也有学者

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猴樟生长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

贵州及云南地区种源的猴樟苗高及地径速生期在

63~84 d（张怡等，2014），说明猴樟生长阶段可能与

种源及气候环境有一定相关性。

不同生长阶段对苗木的管理方式、管理水平应

有所不同。有研究表明，苗木生长差异主要来自于

速生期的长短，速生期内苗木生长量约占整个生长

期生长量的60%（程龙霞等，2015）。本研究中猴樟

一年生幼苗苗高及地径在速生期内生长量分别占整

个生长期生长量的62.85%和55.35%，可看出速生期

对苗木生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速生期的长

短对苗木当年生长量具有决定性作用，如贵阳市花

溪区种源的猴樟幼苗苗高及地径在速生期内生长量

分别占其整个生长期生长量的68.30%和43.20%（韦

小丽和熊忠华，2005），两地猴樟幼苗在速生期内苗

高生长量占比基本持平，而地径在速生期内生长量

占比存在一定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两地猴樟

幼苗速生期持续时间存在差异，本研究中猴樟地径

速生期达130 d，而贵阳市花溪区种源的猴樟幼苗地

径速生期仅持续62 d。因此，在苗木培育过程中，应

加强速生期水肥管理，为苗木生长提供适宜的生长

条件（吴国欣等，2010）。

本研究中，猴樟一年生苗地径生长滞后于苗高

生长20 d左右。苗高于6月中旬开始生长，而地径从

6月下旬开始增粗，生长起点滞后于苗高生长起点；

地径于8月底达到生长拐点（生长速率最大），而苗高

于8月上旬达到生长拐点；在苗高停止生长后20 d左

右，地径停止生长。由此可见，在猴樟一年生苗生长

年变化过程中，首先进行伸长生长，即苗高增加，在

苗高生长了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增粗生长，即地径的

加粗，这与细胞分裂与伸长规律相似。在苗高生长

初期，地径尚未生长的时期，苗木抗性很弱，尤其应

注意病虫害防治，以及防风防雨等工作。

猴樟一年生苗氮含量分布为叶>根>茎，磷含量

分布为根≈茎>叶，钾含量分布为生长初期（6月中旬）

钾元素主要分布于根系，茎和叶片的钾含量较低，旺

盛生长期根系钾逐渐向茎和叶片转移，生长后期地

上部生长停止后钾向根系转移，这可能因为在猴樟

一年生苗速生期其地上部生长旺盛，而此时正处于

夏季，叶片蒸腾作用旺盛，K+大量向叶片转移参与气

孔开合的调控，而地上部生长停止后根系仍处于生

长阶段，K+向根系转移，参与矿质元素的跨膜运输。

总体而言，苗木速生期应多施氮肥，促进地上部器官

的生长，如苗高增长、地径增粗、叶片数量增加及地

上部分干物质积累等；氮肥充足才能保证营养体正

常生长，呈现出枝繁叶茂、树势强健的良好状态；而

生长后期应少施氮肥，增施磷钾肥，以抑制地上部分

的生长，防止地上部器官过于繁茂而消耗更多的有

机物质，同时促进地下部根系生长，加速苗木硬化，

从而提高苗木的抗性，确保其安全越冬。

4 结论

猴樟一年生苗地径生长滞后于苗高生长，幼苗

生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且苗木各器官氮、磷、钾含

量随时间而发生动态变化；建议在猴樟苗期管理过

程中氮、磷、钾配合施用，生长后期应少施氮肥，增施

磷、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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