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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伐对杉木林土壤物理性质的短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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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环刀采集皆伐半年后的杉木林皆伐迹地土壤剖面０～５、５～１０、１０～１５、１５～２０、２０～２５、２５～３０、３０
～３５、３５～４０、４０～４５、４５～５０、６５～７０和９０～９５ｃｍ土层的土样，测定其土壤容重、毛管孔隙度、非毛管孔隙
度、总孔隙度和毛管持水量等。结果表明：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皆伐迹地的土壤容重和毛管孔隙度增加，非毛

管孔隙度波动性下降，总孔隙度和毛管持水量下降后微升；与杉木林地表土层的土壤相比，皆伐迹地表土层土壤

的容重、孔隙度和毛管持水量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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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水分影响林木的养分吸收和蒸腾等生理活动，
土壤容重和孔隙度影响林木根系的生长和呼吸，因而

土壤物理性质对林木的生长起着重要作用［１］，并受到

广泛重视［２－７］。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是我
国南方主要造林和用材树种之一。当杉木林成熟时，

通常是皆伐后将树干运走，枝叶则留在林地。皆伐后的

林地光照增强，温度变幅增大，加上枝叶残留物影响

着土壤的物理特性。杉木是佛山市云勇林场的主要用材

树种之一。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云勇林场皆伐了一片１０年生
杉木林。薛立等［８］曾报道过该皆伐迹地半年后土壤化

学性质的变化，我们对其土壤物理性质进行研究，以

全面了解其土壤特性，为杉木林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

提供参考。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云勇林场，该区位于

１１２°４０′Ｅ、２２°４３′Ｎ，属于亚热带气候。其气候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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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提高竹笋价格方面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竹林覆盖技术

在雷竹上的应用最为成熟，通过利用竹叶、稻草和谷

壳等进行覆盖增温可以使得雷竹林出笋时间从３月中
旬提前到春节前出笋，笋期提前４０～４５ｄ［９］，由此使
得竹笋的经济效益增长显著。相对于雷竹，黄甜竹笋

期相对较晚，因此增温材料应选择效果更好的稻

草、谷壳并采用双层覆盖技术，材料覆盖厚度也应相

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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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自己的减排目标。实施 ＣＤＭ，因为能把多出的
排放权交易变现，不足的排放权需用钱买，生产企业

便会在现有配额下努力减少碳排放，同时也有动力投

资较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减少污染排放。

４４　发展碳汇资源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地球碳循环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关科学研究表明，１ｈｍ２森林１年可吸
收二氧化碳１６ｔ。碳汇是指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
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吸收并以生物量的形式贮存在植

物体内和土壤中，从而降低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的

过程。通过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等措施吸收和固定二

氧化碳，其成本远小于工业减排，所以利用生态系统

将二氧化碳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为更科学有效地办法。

而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因此林业固

碳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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