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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林龄杉木+闽楠复层异龄混交林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
凌高潮，沈汉，范荣德，张能军，夏晨晨，胡卫明
（开化县林场，浙江

开化 324300）

摘要：为阐明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 闽楠 Phoebe bournei 复层混交林随林龄变化的土壤养分特征，以浙江
省开化县林场混交 6 a、10 a 和 15 a 的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以及杉木纯林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土壤养分及其土壤
碳、氮、磷化学计量比随林龄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林分地上部分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凋落物生物量均
随着混交时间的增加而增大，但林下植被生物量随着混交时间的增加逐渐减少。（2）土壤碳、氮、磷含量随着混
交时间的增加而增大，混交 15 a 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土壤有机碳、总氮和总磷含量分别比杉木纯林增加了 55.4%、
83.9%和 84.7%，不同林龄混交林的土壤碳、氮、磷含量均显著高于 CK（P<0.05）；土壤密度随着混交时间的增
加逐渐降低，而土壤 pH、碳氮比（C∶N）、碳磷比（C∶P）和氮磷比（N∶P）变化相对较小。（3）林分地上
部分生物量和根系生物量与土壤有机碳、总氮和总磷显著正相关。以上结果表明，将杉木纯林改造为杉木+闽楠复
层混交林可以提高林分生产力，改善土壤质量，有利于杉木人工林可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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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nd Stoichiometry Characteristics of C, N and P in Soil under Mixed Plantation of
Different Aged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and Phoebe bour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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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6, 2011 and 2015, 1-year container Phoebe bournei seedlings were mix planted in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plantation afforestated
in 1989 in Kaihua, Zhejiang province. In June 2021, sample plots were established in above-mentioned three plantation and pure C. lanceolata stand
and determination was implemented on their soil nutrient contents and stoichiometry of soil C, N, and 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iomass of
aboveground, root and litter in mixed plantations increased with the stand age, but the understory vegetation biomass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content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also increased with stand age. The content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total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the 15-year mixed plantation increased by 55.4%, 83.9%, and 84.7% than that in the pure C. lanceolate plantation. Bulk density in
mixed plantation de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stand age, while soil pH, ratio of C/N, C/P and N/P had a little change. The biomass of above ground
stand and root had evident positive relation with soil organic carbon,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Key words: mixed plantation of Cunninghamia lanceolate and Phoebe bournei; stand growth; soil nutrients; soil stoichiometry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是我国人工林最主要的造林树种，也是南方地区最重要的用材树种之一。20
世纪中期以来，南方地区建立了大面积杉木人工林，以满足人们对木材产品的需求[1]。但是杉木人工林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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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林化经营模式，导致生产力下降、地力衰退等生态环境问题[2-3]。营造或改造为混交林被认为是改善杉木林分
结构，提高林分生产力和稳定性的重要措施，为此许多研究者开展了营造混交林、保护林下植被等维护立地长
期生产力的研究[4-6]。闽楠 Phoebe bournei 是我国东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优势树种之一，材质好，适应性强，
经济价值较高，是改造杉木纯林为混交林的优良树种[7-9]。
碳、氮和磷是森林土壤养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森林群落结构与功能及生产力[10]。碳、氮、磷的化学计
量表征了土壤碳、氮和磷的循环与平衡，可作为评估森林土壤有机质组成和质量的有效指标[10]，同时也因土壤
类型、植被组成及其生长阶段等的变化而异[11-13]。本研究以杉木纯林和不同林龄（6 a、10 a 和 15 a）的杉木+
闽楠复层混交林为研究对象，分析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随林龄增加对土壤养分及碳、氮、磷化学计量关系的动
态变化特征，分析杉木+闽楠复层林对土壤碳及养分供应状况的影响，以期为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持续经营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浙江省开化县林场，地理坐标为 118°25′ E，29°09′ N，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6.4 ℃，
年平均降水量为 1 814 mm。试验区为低山丘陵，平均海拔为 240 m，平均坡度为 20°，土壤为山地红壤，pH 在
4.5 左右。供试杉木人工林于 1989 年造林，造林面积为 15.8 hm2，初植密度为 2 500 株·hm-2。1997 年进行第一
次间伐，保留密度为 1 600 株·hm-2；2005 年进行第二次间伐，保留密度为 850 株· hm-2。分别于 2006 年、2011
年和 2015 年在杉木林下栽植闽楠，栽植面积分别为 2 hm2、2.5 hm2 和 3.2 hm2，闽楠均采用 1 年生容器苗在杉
木行间栽植，栽植密度为 1 500 株·hm-2，种植当年和次年进行两次抚育，以确保闽楠幼苗正常生长。
1.2 研究方法
2021 年 6 月，选择立地条件基本一致的杉木纯林和分别于 2006 年、2011 年、2015 年在杉木林下栽植闽楠
的地块设立调查样地，分别记为对照林分（CK）、混交 6 a（M6）、混交 10 a（M10）和混交 15 a（M15），
在每种林分内随机建立 20 m×20 m 样地 3 个。在每个样地中分别在四角和中心点布设 1 m × 1 m 的小样方，
收集地表凋落物、收割林下植被，林下植被和地表凋落物均在 65 ℃烘箱中烘干至恒质量。在收集地表植被和凋
落物后，在每个小样方中挖取 0 ~ 20 cm 土层的植物根系，并烘干测定生物量。林分（杉木和闽楠）地上部分生
物量根据浙江省杉木和阔叶树生物量方程进行估算[14]。在同一样地内采用“之”字形选择 5 个样点采集 0 ~ 20 cm
土层的土样，5 个样点的土样混合后装入自封袋，用于土壤化学性质的测定。
用环刀法测定各小样方的土壤密度（BD）。土壤有机碳含量（SOC）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测定，
土壤总氮含量（TN）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土壤总磷含量（TP）用钼蓝比色法测定，土壤水解氮含量（AN）
采用碱解扩散吸收法测定；土壤有效磷含量（AP）用盐酸和硫酸溶液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15]。根据土壤化
学性质的测定值，计算土壤的碳氮比（C∶N）、碳磷比（C∶P）和氮磷比（N∶P）。
1.3 数据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分析不同林龄混交林凋落物生物量和林下植被生物量、土壤物
理性质、土壤养分及碳、氮、磷化学计量比的差异，并进行 Duncan 多重比较。采用主成分进行降维分析，确定
不同林龄混交林土壤理化性质变异较大的指标。采用 Pearson 法对所有统计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数据统计和分析
分别在 SPSS 22.0 和 Excel 2016 中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林龄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林分生长特征
从表 1 可以看出，随着混交林林龄的增加，闽楠的树高和胸径逐渐增大；混交林中杉木的树高和胸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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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均高于杉木纯林。因此，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有利于提高林木生长量。
表 1 不同林分的基本特征
Table 1 Growth traits of different stands
密度/（株· hm-2）

林分

树种

树高/m

胸径/cm

CK

杉木

17.6 ± 1.2

25.4 ± 0.5

805 ± 46

0.85

100

杉木

19.1 ± 0.8

26.5 ± 0.4

773 ± 35

0.92

100

1 185 ± 68
0.96

100

0.97

100

M6
M10
M15

闽楠

4.3 ± 0.6

2.5 ± 0.3

杉木

20.5 ± 1.0

27.1 ± 0.6

798 ± 71

闽楠

5.9 ± 0.5

3.7 ± 0.3

1 131 ± 59

杉木

20.9 ± 0.9

27.8 ± 0.4

732 ± 47

闽楠

6.8 ± 0.8

4.5 ± 0.5

1 079 ± 84

林冠层郁闭度

林下植被盖度/%

2.2 不同林龄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生物量特征
由图 1 可知，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地上部分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均随着混交林林龄的增
加而增大，而林下植被生物量则随着混交林林龄的增加逐渐减小。M6、M10 和 M15 混交林的地上部分生物量
分别比 CK 增加了 6.3%、12.9%和 22.3%，根系生物量分别比 CK 增加了 30.6%、56.3%和 72.8%，凋落物生物
量分别比 CK 增加了 27.1%、51.8%和 60.4%，其中 M10 和 M15 的地上部分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
量与 CK 的差异均达到了 5%显著水平。由此可见，间伐后的杉木林下引入闽楠构建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提高
了林分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减少了林下植被生物量。

AGB－地上部分生物量，UGB－林下植被生物量，RB－根系生物量，LB－凋落物生物量；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指标在不同林龄间差异显著（P< 0.05）；下同。

图 1 不同林龄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生物量的比较
Figure 1 Biomass of mixed different aged C. lanceolata and P. bournei plantations

2.3 不同林龄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土壤养分和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
对不同林分土壤理化性质的分析结果表明（图 2），土壤密度随着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林龄的增加呈逐渐
减小的趋势，但混交林不同林龄之间的土壤密度没有显著差异（P>0.05）。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土壤 pH 值
均显著高于杉木纯林的（P<0.05），但不同林龄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土壤 pH 值没有显著差异（P>0.05）。
土壤水解氮和有效磷含量具有类似的变化趋势，均随着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林龄增加呈增大趋势。M6 的土壤
水解氮和有效磷含量与 CK 没有显著差异（P>0.05），M10 和 M15 的土壤水解氮和有效磷含量显著高于 CK
（P< 0.05），其中土壤水解氮含量分别比 CK 增加了 13.5%和 24.2%，土壤有效磷含量分别较 CK 增加了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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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0.2%；但 M10 和 M15 土壤水解氮和有效磷含量没有显著差异（P >0.05）。

图 2 不同林龄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比较
Figure 2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the mixed different aged C. lanceolata and P. bournei plantations

土壤有机碳、总氮和总磷含量均随着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林龄的增加呈增大趋势，不同林龄混交林的土壤
碳、氮、磷含量均显著高于 CK 的（P<0.05）（图 3）。M6 和 M10 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没有显著差异（P>0.05），
M15 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比 CK 提高了 55.4%。

图 3 不同林龄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土壤碳、氮、磷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
Figure 3 Contents and stoichiometry of soil organic carbon,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in the mixed different aged
C. lanceolata and P. bournei pla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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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土壤总氮含量比 CK 分别增加了 32.5%、71.3%和 83.9%；土壤总磷含量比 CK
分别增加了 16.3%、40.5%和 84.7%。碳氮比随林龄增加呈逐渐降低趋势，M6 的土壤碳氮比与 CK 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P>0.05），M10 和 M15 的土壤碳氮比
显著低于 CK（P <0.05），分别比 CK 减少了 18.8%
和 11.2%。M6 和 M10 的土壤碳磷比与 CK 之间
没有显著差异（P>0.05），M15 的土壤碳磷比显
著低于 CK（P <0.05），减小了 11.5%。M6 和
M15 的土壤氮磷比均与 CK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P>0.05），M10 的土壤氮磷比显著高于 CK
（P< 0.05），增加了 25.0%。
主成分分析显示，前两轴可解释不同林分土
壤理化性质占变异信息量的 93.2%，其中第一轴
（第 1 主成分，PC1）占 83.7%，第二轴（第 2
主成分，PC2）占 9.5%。土壤总磷、有效磷和总
氮含量在不同林分之间变异较大，表明杉木纯林

注：SOC-土壤有机碳含量，TN-总氮含量，TP-总磷含量，AN-水解氮含

转化为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后显著影响土壤氮

量，AP-有效磷含量，C∶N-土壤碳氮比，C∶P-土壤碳磷比，

磷含量及其有效性（图 4）。

N∶P-土壤氮磷比，pH-土壤 pH，BD-土壤密度，下同。

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生物量及土壤理化性

2.4

图 4 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土壤理化性质的主成分分析

质的相关分析
基于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土壤有机碳、

Figure 4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n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the mixed different aged C. lanceolata and P. bournei plantations

总氮和总磷含量之间显著正相关（P < 0.05），且

土壤有机碳、总氮和总磷与林分地上部分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均显著正相关（P < 0.05），但与
林下植被生物量和土壤密度显著负相关（P < 0.05）（表 2）。土壤碳氮比、碳磷比和氮磷比与林分生物量、林
下植被生物量、根系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均没有显著相关性（P > 0.05）。土壤 pH 与林分生长量和土壤碳、
氮、磷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之间也没有显著相关性（P > 0.05）。以上结果表明杉木纯林改造为杉木+闽楠复层
混交林后，林分地上部分生长和地下养分变化密切相关，林分结构变化对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关系影响相
对较小。
Table 2

表 2 杉木+闽楠混交林林分生长量和土壤理化性质之间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stand growth and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the mixed different aged C. lanceolata and P. bournei plantations

项目
UGB
AGB －0.894**
UGB
RB

RB
0.856*

LB
0.842*

SOC
TN
TP
AN

TN
0.917**

TP
0.919**

AN
0.834*

AP
0.919**

C:N
C:P
N:P
－0.483 －0.491 －0.021
0.244

0.046

0.928**

0.904**

0.824*

0.927**

－0.611 －0.456

0.257

0.425 －0.931**

0.911**

0.899**

0.784*

0.851*

0.905**

－0.601 －0.470

0.313

0.565 －0.919**

0.962**

0.875*

0.892*

－0.513 －0.580

0.081

0.563 －0.854*

0.906**

0.874*

0.938**

－0.461 －0.513

0.264

0.649

0.912**

－0.382 －0.478 －0.166

0.368

－0.883*

0.928**

－0.442 －0.459 －0.155

0.165

－0.863*

0.910**

AP

0.592

pH
BD
0.459 －0.904**

0.924**

－0.734* －0.833* －0.910** －0.902** －0.935** －0.906** －0.903**
0.918**

LB

SOC
0.889*

－0.511 －0.366

0.021

－0.586

0.936**

0.545 －0.918**

0.479 －0.903**

C∶N

0.184 －0.457

－0.535

C∶P

0.316

－0.127

0.488

0.298

－0.309

N∶P
pH

0.889*

－0.618
注：“**”表示在 P< 0. 01 水平极显著相关；“*”表示在 P< 0. 05 水平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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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本研究表明，杉木纯林改造为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后，显著增加了林分地上部分和根系生物量，这主要与
杉木林下引入闽楠提高了林分空间利用率有关。闽楠幼林期较耐阴[16]，适宜在杉木林下生境生长，由于生态位
互补提高了林分总生物量。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杉木与阔叶树混交提高了林分生产力[8,17]。随着杉木+闽楠复
层混交林混交时间的增加，林下植被生物量减少，这是因为林分郁闭度增大导致林下光照减弱，进而抑制了林下
植被的生长，因此生物量降低。目前的研究结果认为，混交林生产力提高主要与种间互惠和生态位互补有关[18]。
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整体提高了土壤有机碳、总氮和总磷的含量，这可能主要归因于林下凋落物生物量和
土壤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杉木+闽楠异龄复层林积累了更多的凋落物，并提高了根系生物量，从而增加了土壤
有机质的来源和输入量，进而促进了土壤碳及氮磷养分的积累，这与大部分的研究结果一致[13]。另一方面，杉
木+闽楠异龄复层林改善了土壤环境，如土壤 pH 和土壤密度，尤其是显著减小了土壤密度，使得土壤结构变得
疏松，促进了碳及养分元素的“转运和保留”[19]。此外，本研究发现土壤碳、氮、磷含量随着混交林林龄的增
加持续增大，这可能归因于土壤养分持续积累，随着林龄的增加，闽楠生长加快，凋落物输入增多。
土壤碳氮比与有机质的分解速率成反比，即低碳氮比意味着释放养分的能力更强[20]。本研究发现随着林龄
增加，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土壤碳氮比逐渐降低，土壤碳氮比与总氮含量和凋落物生物量呈负相关关系，可见，
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地表凋落物增加可能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提高分解有机质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氮素的
释放，维持了植物对土壤氮素的吸收和利用[21]。较低的土壤碳氮比表征着较高的土壤氮有效性[21]。杉木+闽楠
复层混交 6 a 林分的土壤碳氮比与杉木纯林接近，表明其土壤氮有效性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可能是混交林幼林
对土壤影响相对较小造成的。同时，本研究观察到杉木+闽楠复层混交 10 a 和 15 a 林分的土壤碳氮比要显著低
于杉木纯林，表明土壤氮有效性得到显著改善。因此，随着复层混交年份的增加（≥10 a），复层混交林分凋
落物的长期养分输入得以补充甚至提高土壤有效氮的含量。氮磷比是土壤磷养分限制的诊断指标[22]。本研究中
杉木+闽楠异龄复层混交林在混交 10 a 时，土壤氮磷比高于其他林分，并且高于我国亚热带区域土壤氮磷比的
平均值 4.92[23]，说明这期间土壤磷的有效性相对较低。综上所述，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有助于提高杉木林分生
物量和土壤质量，这对杉木人工林可持续经营和增加森林碳汇具有积极意义。
3.2 结论
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随着混交林林龄的增加，闽楠的树高和胸径逐渐增大；混交林中杉木的树高和胸径
生长量也均高于杉木纯林。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有利于提高林木生长量，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的地上部分生物
量、根系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均随着混交林林龄的增加而增大，而林下植被生物量则随着混交林林龄的增加
逐渐减小，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可提高林分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减少林下植被生物量。通过对不同混交时
间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和碳、氮、磷化学计量的分析，发现土壤碳、氮、磷含量及其有效性
随混交时间的增加逐渐增大，混交 15 a 林分的土壤碳氮比和碳磷比显著低于杉木纯林。因此，杉木纯林转变为
杉木+闽楠复层混交林显著改变了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和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总体上，杉木+闽楠复层混交
林提高了土壤肥力状况，促进了养分循环，有利于杉木人工林生产力长期维持和可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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