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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比较系统地综述了美国东部杜克森林 >? 年来植物种类变化、种群动态和森林演替研究的基本情况。

重点介绍了该森林内永久性森林样地的设置和调查规范，以及最近 @: 年来利用永久样地数据进行树木空间格局

和自然干扰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将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监测规范和数据管理方法与目前主要的森林监测网络进行了

一定的比较，旨在对目前国际上蓬勃开展的长期定位植物多样性监测和空间格局研究有所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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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定位生态研究在美国大约有 @:: 多年的历

史。这些长期定位研究地点是收集野外生态学基础

数据和探索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地。近代生态学领

域的许多重大成果和发现与这些长期定位生态点上

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美国东部长期定位研究的最

有代表性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位于东北部马萨诸

塞州的著名的哈佛森林（1.(N.(F R%(’L)）；另一个即

位于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森林（PMQ’ R%(7
’L)）。建于 @58@ 年的杜克森林是美国东南部落叶阔

叶硬木林和次生性松树林的典型代表。其连续 >?
年的长期森林永久样地研究历史和研究成果对世界

上 其 它 地 区 的 同 类 研 究 有 一 定 的 借 鉴 参 考 作

用。

本文比较系统地综述了美国东部杜克森林 >?
年来植物种类变化、种群动态和森林演替研究的基

本情况，以及永久样地的设置和监测调查规范。我

们重点介绍最近 @: 年来利用永久样地数据进行树

木空间格局和自然干扰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这些研

究进展对整体生态学发展的意义，并将杜克森林永

久样地监测规范和数据管理方法与目前主要的森林

监测网络进行了一定的比较，旨在对目前国际上蓬

勃开展的长期定位植物多样性监测和空间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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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启示和帮助。

! 杜克森林概况

! !! 森林历史

杜克森林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中部

（图 "），在桔县（#$%&’( )*+&,-）与达勒姆县（.+$/%0
)*+&,-）的交界处，大约 123245 6、783285 9，隶属于

杜克大学（.+:( ;&<=($><,-）。该森林正式建于 "81"
年，至今已有 7? 年的历史。杜克森林目前共覆盖约

4 @2" /04，分成 ? 个森林管理区。杜克森林早期确

立的目标是：完成杜克林学院在美国东南部推进高

等林学教育的总目标。其具体任务是：示范森林管

理的实用经济技术；建成木材生长科学研究的实验

基地；为杜克大学林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野外实

验室和实习基地。相应于整体生态学和环境学的发

展进程，杜克森林也经历了从一个较单纯的林业教

学、生产和管理基地发展成为集野外生物学、生态学

和环境学教学和科学研究、林业生产经营和户外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实体，其现有功能大大超出了

早期确定的目标。

图 " 杜克森林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位置，杜克森林中 7 个大型每木定位永久样地和 1A 个永久样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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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角的小图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地图。本图显示了杜克森林 M*$>,<%& 和 .+$/%0 两个管理区的森林类型。图上的 JLJ 代表 4O 世纪 1O 年

代建立的永久样地。森林类型图例因图幅有限未予标注 C/( >+PK%$(%> Q<,/<& ,/( ,Q* G<=<><*&> %$( ,/( F*$(>, E*=($ ,-H(>! JLJ> %$( ,/( D*&’K,($0 H($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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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森林环境

杜克森林位于皮德蒙特高原（J<(G0*&, JD%,(%+）

东缘，是美国东南部较低缓的皮德蒙特高原森林的

一个缩影。这一地区呈现多种多样的植物种类、森

林类型、土壤类型、地形条件和土地利用历史。杜克

森林内 有 维 管 植 物 87@ 种，其 中 树 木 约 "OO 余 种

（J%D0($，"88O）。丰富的植物种类和多样的生境条

件使它成为开展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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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森林受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影响十分显著。

现存森林植被反映出从前农耕的历史。在 !" 世纪

初，落后的农耕技术导致了农田的过度开垦、水土流

失、乃至最后的土地生产力衰竭。许多土壤瘠薄的

农田被迫弃耕还林。这些弃耕地经过随后的人工造

林和森林的自然演替，发展为现在的次生性松树林

和落叶硬木林（#$%&’()*’)* + ,))(，-./-）。尽管如

此，过去土地利用的痕迹，诸如玉米地和烟草地地表

的侵蚀沟和犁痕仍然随处可见。

! 0" 0! 气候

杜克森林地处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山区和东部沿

海平原的中间地带，气候温和。- 月的日均气温介

于最高 -" 012 3和最低 " 3之间。4 月和 / 月两个

月的日均气温介于最高 5- 0-- 3和最低 !" 3之间。

年平均降雨量约 - --4 0 2 66，降水比较均匀地分布

于全年各月。4 月和 / 月一般是最湿润的月份，月

降雨量约为 -!. 017 66；-" 月和 -- 月在正常的年份

是最干燥的月份，月降雨量约为 2/ 02 66。

! 0" 0" 地形和土壤

杜克森林的地势波状起伏。其海拔高度大约介

于 .- 8 !5! 6。杜克森林的土壤类型属于皮德蒙特

高原 的 最 常 见 的 一 些 土 壤 类 型 系 列：9):%;)<&==)、
>)%*?:*、@A(B6、9:=?’(:*、C$&()’(:%)、#%))?6::%、#$)DAE
F=A、GHH=&*; 和 #)F&=。皮德蒙特高原的土壤源于各种

古老的母质：卡罗来纳岩板层的花岗岩、花岗片麻

岩、变质岩、三叠纪的沉积岩和火成侵入岩等在杜克

森林的范围内均有分布。大多数土壤系列受到过去

农耕的影响，表土质地较粗（沙质到粘质），而底层土

质地较细（粘土）。许多残留的源于地下母岩的土壤

有数米之深（在未风化的岩床上可达 5" 6 深）。这

些深厚的土壤来源于影响了皮德蒙特高原百万年之

久的强烈的地表风化过程。

! 0" 0# 植被类型

近千种维管植物组成了杜克森林多种多样的植

被类型。植被类型按分布面积大小的顺序分别为松

树林、松树E硬木林、高地硬木林和低地硬木林。各

种森林类型（林型）的年龄幅度变化很大。

杜克森林中的松树林是演替早期的植被类型。

它们通常是历史上种植松树或弃耕地上自然演替的

结果。自然更替的次生性松树林大约有 --" 年的历

史（I))<)%，-.1"；#$%&’()*’)* + ,))(，-./-）（图 !，图

5）。杜克森林中最常见的松树种类是火炬松（!"#$%
&’()’）、短叶松（! * (+,"#’&’）和佛吉尼亚松（! * -"./
0"#"’#’）。一般来讲，这些松树多生长在较干燥的地

段。火炬松在各种生境下都可以生长，但在排水良

好、土层湿润深厚的地段生长最好。单纯或混交的

松树林生长在各种各样的地段上。纯松林的林下层

通常比较开阔。但在老龄的松树林中，以及松树和

硬木树的混交林中，落叶硬木树种逐渐占据优势。

短叶松相比火炬松更适应干燥质细的高地土壤。尽

管历史上很常见，但目前杜克森林内纯的短叶松林

很少见。佛吉尼亚松在干燥贫瘠的土壤上生长良

好。它经常出现在撂荒地上和受到强度干扰的地段

上，成为先锋树种。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中部，有广泛

分布的栎松混交林。成熟的短叶松往往混生于高地

栎（1$(.+$% ’HH0）林和山核桃（ 2’.3’ ’HH0）林中。

松树林的下层多由演替后期的硬木树构成。在较湿

的地段，美国鹅掌楸（ 4"."5)(#).5# &$6"7"8(.’）、美国枫

香（4"9$")’:;’. %&3."+"86$’）和红槭（ <+(. .$;.$:）是常

见的伴生树种。此外，杜克森林中还有一些人工种

植的林地。许多种植林建于 -.5- 年，最古老的也最

常见的是火炬松林。其它较老的种植林包括白松

（!"#$% %&.5;(%）林（-.5-）、长 叶 松（ ! * 7’6$%&."%）林

（-.51）、美国鹅掌楸林和秃柏（=’>5)"$: )"%&"+,$:）林

（-.54）。

杜克森林中大多数的硬木林也是次生林，这种

森林类型受到土壤类型、树木生理和历史上各类干

扰的显著影响。硬木林一般超过 !"" 年，是各种林

型中最年老的类型（图 !）。栎树E山核桃林是高地硬

木林中分布最广的类型，生长在排水良好的地段（图

5）。其它的高地硬木林类型包括分布在较干旱的丘

陵顶部的 ,:’( :AJ（ 1$(.+$% %&(66’&’）/白栎（ 1$(.+$%
’6;’）林和分布在朝南陡坡、瘠薄土壤上的 K=AFJLAFJ
:AJ（1$(.+$% :’."6’#)"+’）E,:’( :AJ 林。低地硬木林主

要占据土壤湿润的地段。它的植物种类组成受土壤

条件和洪水泛滥程度的影响十分显著（图 5）。典型

的林型有桦木（?(&$6’ #"0.’）/美国梧桐（!6’&’#$% 5+/
+")(#&’6"%）林（是演替早期的冲积平原的类型）、美国

鹅掌楸E美国枫香E白蜡（ @.’>"#$% ’HH0）E红槭林（出

现在排水不良的地段）以及美国山毛榉（@’0$% 0.’#/
)"856"’）E红槭E白栎E北方红栎林（1$(.+$% .$;.’）（通常

出现在土壤深厚、肥沃和排水良好的地段）。

! 0# 森林管理

杜克森林由杜克大学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杜克

森林办公室统一协调管理。杜克森林的管理在一个

学校批准的综合管理规划的指导下进行。这个规划

旨在促进学术研究的同时，确保杜克森林内自然

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实施森林管理活动时，教学和

! 期 奚为民等：美国东部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综述 MNO：-"05445 P L 0 &’’*0-""1E!27Q0!""/0"!0""4 5"-



图 ! 皮德蒙特地区弃耕地演替过程的 " 个阶段森林演替模式与预测的树种多样性变化曲线。飓风对于树种多样性的影响在演替的建立阶段

和自疏阶段较小，其影响在演替的过渡阶段和稳态阶段较高。受到大型和中等飓风破坏后的树种的多样性的变化在图上用虚线表示。当风力

较小，树种多样性变化较小。中等强度的飓风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树种多样性。当强飓风发生时，树种的多样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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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0+ 5 7.66$/51, 01 46,, -9,/$,- )$;,6-$48 $- (0< ).6$1% 47, ,-45>($-73,14 51) 47$11$1% 975-,-，$395/4- 56, 904,14$5((8 7$%7 54 47, 4651-$4$01 51) -4,5)8*

-454, 975-,-& ?751%,- $1 -9,/$,- 6$/71,-- $395/4,) >8 ,@46,3, 51) 30),-4 7.66$/51,- 56, -70<1 5- )5-7*($1,-& A7,1 <$1) $14,1-$48 $- (0<，46,, 6$/71,--
/751%,- 3$106 & B0),-4 <$1) $14,1-$48 358 $1/6,5-, 46,, )$;,6-$48 0;,6 4$3,& A7,1 ,@46,3, <$1)- 0//.6，46,, -9,/$,- )$;,6-$48 358 ),/6,5-,

科研方面的因素予以优先考虑。该规划包括了 C 个

主要方面：教育和科研、林木管理、综合性害虫管理、

保护珍稀物种和独特的生态系统、野生动物管理、水

质保护、历史和考古、旅游和美学价值。杜克森林内

保留有诸多历史遗迹：农家的房基、石囱、水井以及

散布于森林内的家庭墓地。由于这些地区具有考古

意义和历史价值，因而均受到了较好的保护。

杜克森林大部分林地保持不受人为干扰和破坏

的状态，但部分松树林受到积极的林业经营和管理。

所采用的典型的林业技术包括有计划的地表火烧、

疏林疏枝、砍伐收获、植树造林和自然更新。这些适

宜的林业管理措施有助于提高杜克森林内植物和野

生动物的多样性，同时增强森林的生长活力和健康

度。此外，林木产品的销售收入支付了维护森林的

费用。为了使杜克森林内某些独特的植物种类和自

然特征得到应有的保护，杜克森林办公室规定林内

有些地区不准开展任何林业生产经营活动。’0-4$1%
DE 自然保护区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该保护区

是杜克森林内在 FG"F 年建立的一个 HH 73! 专用于

森林生态学研究的自然小区。

! &" 森林学和生态学研究

杜克 大 学 的 林 学 家 和 植 物 生 态 学 家 I06-4$51
?#、?0$(, =J、’0-4$1% DE 和 K$(($1%- AL 教授在杜克森

林创立后的头年里，逐步建立了一些用于森林生态

与经营管理研究的永久样地（I06-4$51 M B5.%751，

FGNO；K$(($1%-，FGNC）。他们十分仔细地记录了这些

永久样地的初始情况。这些早期的学者们为杜克森

林长期定位生态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期的杜

克森林的研究人员如 ?76$-4,1-,1 PQ、2,,4 RI 和 S6*
>51 LQ 等教授互相合作或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继

续对这些早期的永久样地进行了重复调查，为维护

这些永久样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还在美国自

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新建立了一批面积较大的森

林样地和苗木幼树样带。

近 !T 年来，杜克森林的生态学和环境学的研究

进入了一个新的综合性发展阶段。杜克森林中开展

得最早的长期定位森林动态研究得到了美国自然科

学基金连续 !T 余年的资助。其它新兴的生态学研

究项目如森林大气碳素传输和存储项目（#U?=J*V），

综合孔径雷达研究（JUR）也得到了美国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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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美国宇航局的重点支持。据杜克森林办公室的

统计，目前杜克森林的年度科研经费约 !"" 万美元。

杜克森林已成为著名的野外环境教育和生态科学研

究的基地。每年有许多学生在该森林中进行生物学

和生态学教学实习。它同时也是教师和研究生们开

展生物学、森林生态和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野外试

验基地。

图 ! 杜克森林景观照片（奚为民摄）

#$%&! ’()*)%+,-(. $//0.*+,*$1% 2,3)+ 4)+5.* /,16.7,-5 *8-5. $1 *(5 90:5 #)+5.*，;)+*( <,+)/$1,，=>?& ’()*)%+,-(. ,+5 @8 A5$2$1 B$
左上照片说明：杜克森林的管理者在 CDDE 年 #+,1 飓风之后采用多种森林管理措施恢复火炬松林。这张 F""C 年的照片上的指示牌显示了

一块林地的大约 C"" 年的土地利用历史和在 CDDE 年 #+,1 飓风过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林业管理措施，包括倒木的处理、粉碎、火烧和种植火炬松。

这个很独特的指示牌位于杜克森林的新希望小溪上的木桥附近。右上照片说明：杜克森林的高地混生硬木林。这张 F""C 年的照片显示了以

栎树为主的高地混生硬木林 C" 号样地的景象。它出现在排水良好的地段。最常见的上层树种是白栎（!"#$%"& ’()’）、北方红栎（! * $")$’）、南

方红栎（! * +’(%’,’）、黑栎（! * -#(",./’）、>7,+/5* ),:（! * %0%%./#’）和几种山核桃树。常见的林冠亚层木本植物包括酸木（1234#/4$"5 ’$)0$#"5）、多

花狗木（60$/"& +(0$.4’）、蓝果树（73&&’ &3(-’,.%’）、红槭（8%#$ $")$"5）和各种荚 （9.)"$/"5 .--&）。左下照片说明：杜克森林的 G" H C"" 年左右的火

炬松林。这张 F""C 年的照片显示了一个处于过渡性演替阶段的火炬松林。该样地是在弃耕地上发育起来的同龄火炬松林。这块样地处在向

以硬木林占优势的森林的过渡阶段。火炬松在样地的林冠层占优势。伴生种有红槭、美国枫香、美国鹅掌楸和山核桃树。林下层松树幼树很

少，占优势的多为较广布的硬木树种如多花狗木和红槭，以及其它对生境有代表性的硬木树如酸木和美国铁木（6’$:./"& %’$0(./.’/’）。右下照

片说明：杜克森林的低地混生硬木林。这张 F""C 年的照片显示了一个典型的低地硬木林。美国山毛榉是这种森林类型的区分种，但美国山毛

榉往往没有白栎、红栎、美国枫香和糖槭（8%#$ &’%%;’$"5）占优势。柳栎、美国鹅掌楸和 <;’=)’$> ;.%>0$3 也有少量分布。糖槭常常和多花狗木、落

叶冬青（ ?(#2 4#%.4"’）和铁木等一起构成森林下层的优势种。灌木层不发达，但木质藤本如野葡萄（9.,.& $0,"/4.+0(.’）和毒藤（@02.%04#/4$0/ $’4.A
%’/&）很常见 =--5+ /54*：I($. .$%1 .()J. *(5 C""K85,+ /,16 0.5 ($.*)+8 ,16 L,+$)0. 2,1,%5251* -+,7*$75. (,L5 @551 7)1607*56 ,4*5+ *(5 CDDE M0++$7,15 #+,1 4)+
*($. 6,2,%56 ,+5,，$17/06$1% .,/L,%$1%，7()--$1%，.$*5 -+5-,+,*$)1 @0+1$1%，,16 -/,1*$1% )4 /)@/)//8 -$15.& =--5+ +$%(*：I($. F""C -()*)%+,-( .()J. , *8-$7,/
),:K6)2$1,*56 0-/,16 (,+6J))6 .*,16（’>’ C"）$1 *(5 90:5 #)+5.* & I(5 2,3)+$*8 )4 0-/,16 (,+6J))6. $. .57)16 %+)J*( ,16 $. .$%1$4$7,1*/8 $14/051756 @8 .)$/
*8-5，-(8.$)/)%8 ,16 -,.* 6$.*0+@,175& N)J5+ /54*：I($. F""C -()*)%+,-( .()J. *(5 O+,L58,+6 -/)* /)@/)//8 -$15 .*,16 )4 90:5 #)+5.* & I(5 O+,L58,+6 -/)* J,. ,1
5L51K,%56（7,& G"K85,+K)/6），-).*K,%+$70/*0+5 /)@/)//8 .*,16 $1 *+,1.$*$)1 *) (,+6J))6 6)2$1,175& N)J5+ +$%(*：I(5 2$P56K,%56 /)J/,16 ,//0L$,/ (,+6J))6 4)+5.* &
N)J/,16 4)+5.*.（)+ @)**)2/,16 (,+6J))6 ,+5,.）)770-8 2,$1/8 25.$7 Q (86+$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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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的类型和设置

杜克森林内共建有 ! 类永久样地："）建于 #$ 世

纪 %$ 年代早期的永久森林样地；#）建于 #$ 世纪 &$
年代后期的大型永久森林样地；%）建于 #$ 世纪 &$
年代后期的林木实生苗和幼树永久样带；!）建于 #$
世纪 &$ 年代后期用于调查植物组成的永久样地。

! ’" 建于 #$ 世纪 %$ 年代的早期永久森林样地

"(%" 至 "(!& 年，)*+,-./0 等教授在杜克森林内

建立了 1" 个永久性的每木调查森林样地。这 1" 个

永久森林样地的面积从 !$1 2# 到 ! $!& 2# 不等，大

多数介于 !$1 2# 到 " $"# 2#。最初建立这些永久样

地的目的是研究不同的剪枝方法、疏林强度、砍伐方

式对弃耕地上的自然恢复的火炬松林生长发育的影

响，以及获取美国东部皮德蒙特高原地区混生性硬

木林的生长率和生产量的第一手数据资料。由于病

虫害等原因，一部分建立的永久样地在过去的 &$ 余

年里被破坏掉了。到 #$$$ 年，共有 %! 个早期永久

样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 %! 个永久样地自 #$ 世

纪 %$ 年代建立后大约每 1 年重新观测 " 次。每次

观测的时候，调查记录永久样地内所有的胸径大于

" 32 的树木（包括新萌生的幼树）的胸径和高度。

这 %! 个永久样地共覆盖约 ! 42#，包括了约 "" $$$
棵被确定了位置并被重复测量的树木个体。

! ’! 大型永久森林样地

从 "(%$ 年到 "(&& 年，杜克森林内只有一个由

5*+2/00 67 教授在 "(1$ 年建立的较 大 的 永 久 森

林 样 地（5*+2/00 样 地 ，" ’(8 42#，图 ! ，5*+2/00，

图 ! 杜克森林样地动态三维直观图（奚为民制作）

6.9’! %: ;.,</=.>/-.*0 *? =*09@-A+2 ?*+A,- ,-/0B BC0/2.3, .0 -4A :<DA 6*+A,-，E*+-4 F/+*=.0/，GHI（J4A .2/9A, /+A 3+A/-AB KC LA.2.0 M.）
左上图和右上图说明：这两张森林永久样地三维直观图使用杜克森林内 5*+2/00 永久样地（栎树林）"(1$ 年首次实地调查和 "((& 年调查数

据创作而成。三维图用美国林务局开发的森林制图系统为基础，经我们重新编程制作而成。两张森林永久样地三维图一起直观地显示了 5*+@
2/00 永久样地 !& 年里森林景观的动态。注意 "((& 年的三维图中有一些被 "((8 年飓风刮倒的树木。该样地长和宽均为 "!$ 2，样地面积 " ’(8
42#。左下图和右下图说明：这两张森林永久样地三维图林使用杜克森林第 "& 号永久样地（火炬松林）"(%% 年首次实地调查和 #$$$ 年调查数据

创作而成。两张森林永久样地三维图一起直观地显示了第 "& 号永久样地 8& 年里森林景观的变化。该样地长和宽均为 #$ ’" 2，样地面积 $ ’$!
42#。J4A <NNA+ +.94- /0B <NNA+ =A?- 9+/N4.3 .2/9A, -*9A-4A+ ,4*O ;.,</=.>/-.*0 *? ?*+A,- ,-/0B BC0/2.3, .0 -4A 5*+2/00 N=*- *? :<DA 6*+A,-，E*+-4 F/+*=.0/，GHI’
J4A =*OA+ +.94- /0B =*OA+ =A?- ,4*O %: ;.,</=.>/-.*0 *? ?*+A,- ,-/0B BC0/2.3, .0 PHP "& N=*- *? :<DA 6*+A,-，E*+-4 F/+*=.0/，GHI’ J4A,A %@:.2A,.*0 9+/N4.3 .2@
/9A, OA+A 9A0A+/-AB <,.09 *<+ .2N+*;AB H-/0B Q.,</=.>/-.*0 HC,-A2（HQH），O4.34 *+.9.0/==C BA;A=*NAB KC -4A P/3.?.3 E*+-4OA,- RA,A/+34 H-/-.*0 *? -4A GH:I 6*+@
A,- HA+;.3A O.-4 B/-/ ?+*2 ?.A=B ,<+;AC +A3*+B, *? -4A ?*+A,- ,-/0B ?+*2 "(1$ -* "((& ?*+ -4A 5*+2/00 N=*-，/0B "(%% -* #$$" ?*+ -4A PHP "&’ E*-A .0 -4A <NNA+ +.94-
.2/9A *? 5*+2/00 N=*-，-4A+A /+A ,*2A ?/==A0 -+AA, KC -4A "((8 7<++.3/0A 6/0’ J4A,A .2/9A, N+*;.BA / +AN+A,A0-/-.*0 *? BC0/2.3, *? ,-/0B 3*0B.-.*0, .0 K*-4 N=*-,
*;A+ / !&@CA/+ /0B 8&@CA/+ NA+.*B’ J4A 5*+2/00 N=*- ., " ’(8 42# .0 ,.>A（"!$ 2 =*09 /0B "!$ 2 O.BA），/0B -4A PHP "& ., $ ’$! 42# .0 ,.>A（#$ ’" 2 =*09 /0B
#$ ’" 2 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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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的早期永久森林样地的面积较

小，无法有效地研究树木的空间格局变化、森林林窗

发育和树木种群动态，&’’( )* 和 +,-./(’0/’0 12 教

授于 34 世纪 54 年代末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下，在杜克森林内又新建立了 5 个面积较大的森林

永久样地（图 !）。这些新建永久样地的面积从 !
,63 到 7 8# ,63 不等，大多数介于 ! ,63 到 3 ,63。加

上原有的 9:-6%00 样地，这 ; 个大型永久森林样地

共占地约 3< ,63，包括了胸高直径大于 ! =6 的各种

树木（包括萌生枝和幼树）约 $; 444 株。这些永久

样地自建立后大约每 # 年重新观测一次。每次观测

的时候，调查记录永久样地内所有的胸径大于 ! =6
的树木（包括新萌生的幼树）的胸径和高度。

! 8" 实生苗（>’’?@.0A）和幼树（>%B@.0A）永久固定样

带

为了更全面地搞清美国东部皮德蒙特高原地区

森林的发育和更新过程，杜克森林的研究人员自 34
世纪 54 年代后期开始观测和研究林下实生苗和幼

树的动态。实生苗在杜克森林的调查中是指所有的

高度低于 #4 =6 的木本植物个体。幼树在杜克森林

的调查中是指所有自然高度大于 #4 =6 同时其胸高

直径小于 C ! =6 的小树或灌木。除各种树木外，还

包括了荚 （!"#$%&$’ /BB8）、卫茅（($)&*’$+ /BB8）
和乌饭（!,--"&"$’ /BB8）等林下灌木种类。

&’’( 和 +,-./(’0/’0 教授在 !"5; 年，建立了 !4 条

详细调查实生苗的主样带（长 3#4 D $44 6，宽 ! 6）

和 !! 条辅助性的实生苗研究样带（长 #4 6，宽 !
6）。但从 !";" 年开始，他们改变了原有的林木实生

苗永久样带调查方法，集中力量维持 # 组共 35 条详

细调查的实生苗样带。这 # 组详细调查的实生苗研

究样带分布在杜克森林内的 $ 个成熟的硬木林地和

3 个森林发育介于火炬松林和硬木林之间的过渡性

松树林里。这 # 块林地代表了杜克森林的主要森林

类型以及这些林型的空间梯度变化，每个林地内设

有 $ D < 个宽 ! 6、长 #4 6 的永久实生苗样带。沿着

样带的长轴，每隔 # 6 设置一个铁管标志。生长在

实生苗永久样带内的每一株实生苗均被定位并予以

调查。从 !"5; 年开始，杜克森林的研究人员对这些

实生苗永久样带逐年进行调查。连续调查一直进行

到 !""< 年。在停顿了两年后，!""5 至 344! 年又恢

复了对这些实生苗永久样带的逐年观测。在 344!
年，# 个森林永久样地共 35 条样带中共记录有 " 55<
株树木的实生苗。

从 !";" 年开始，&’’( 和 +,-./(’0/’0 教授在这 #

个林地内 35 个永久实生苗样带的相同位置上，又建

立了一套相应的永久幼树样带，以观测和调查林下

幼树生长的种群动态。所有的幼树样带与实生苗样

地共用一条长 #4 6 的边，其宽度为 < 6。杜克森林

的研究人员从 !";" 年开始对这些幼树样带逐年进

行调查。在 344! 年，杜克森林中 # 个森林样地的 35
个幼树样带中有 < $$4 株幼树。

! 8# 植物种类组成调查的永久样地

!"55 年，&’’( 和 +,-./(’0/’0 教授在美国自然科

学基金的支持下在整个杜克森林的成熟硬木林中建

立了 !4# 个 4 8! ,63（宽 34 6，长 #4 6）植物种类组成

调查永久样地，用来研究杜克森林的次生演替规律。

每个样地的中线区又被划分成 3# 个连续的 4 8 # 6
E 3 6 的小样方，研究人员调查统计了所有的林下

地表层维管植物的频度和叶盖度。有别于在北美的

大多数同类永久样地，这些样地拥有非常详细的林

木实生苗、草本植物种类、土壤养分、土壤质地、土壤

化学和环境条件的信息。这些样地后来被用来调查

杜克森林所代表的皮德蒙特地区森林的种类组成、

种群结构和森林演替。它们还被用来研究森林植物

种类组成，特别是森林地表草本植物的组成成分的

变化与其生境条件的关系。&’’( 教授于 !""" D 344!
年率领学生对其中尚能精确定位的 $7 个永久样方

进行了复查，并对林下地表层植被的长达 3$ 年的变

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F%G’-0% ./ ,0 8，344#）。

" 杜克森林永久样地观测规范和数据管理

如上所述，研究人员对杜克森林内永久样地的

观测和研究已有 57 年的历史。总的来说，他们对永

久样地的调查有比较统一和详细的野外观测规范和

数据管理方法。当然，这些规范因样地类型和观测

重点的不同有所差异，并随时间的推移有所调整。

" 8$ 永久样地的观测规范

" 8$ 8$ 森林永久样地

在森林永久样地调查过程中，树木是指任何胸

径大于 ! =6 的木本植物个体。除了常见树种外，样

地调查还包括了荚 、乌饭和其它许多胸径大于 !
=6 的灌木。在 34 世纪 $4 年代初期建立的森林永

久样地的最小树木胸径是 ! 英寸（约 3 8 # =6）。从

34 世纪 54 年代后期开始，森林样地调查时全部以 !
=6 为最小调查树径。为了便于调查记录和树木定

位，所有的森林样地一般又被分成若干宽 !4 6 的树

木调查样带（有些样带的宽度为 #、;、!3 和 !3 8# 6）。

这些样带的长度约为 5# D !<4 6，每一样带的具体长

3 期 奚为民等：美国东部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综述 HIJ：!48$55$ K L 8 .//08!44#M37<N8344;8438445 $4#



度取决于自身样地的大小。

在调查每个永久样地时，研究人员逐一记录样

地内所有活的树木个体的植物种名、相对于样地坐

标原点的位置、胸径和生长状况。每株树均给予一

个鉴别编号。在某些永久样地里，树木的鉴别编号

刻在铝片上钉在树干上。一般来说，树木位置的 !
坐标沿着样地的长轴，" 轴沿着短轴。坐标的原点

和坐标方位因样地有所不同。记录树木坐标的基本

作用是帮助下一次调查时确定树木的位置，同时可

帮助分析森林演替过程中树木种群的空间格局变

化。

部分样地在调查时记载树木高度。对 #$ % 以

下的树木用测高尺测量。对高于 #$ % 的树木则使

用测高仪。测量胸径时使用专用卷尺进行，应尽量

避开树瘤，测量其略高于或低于树瘤的地方。如果

一棵树有两个或更多分开的主茎干，则遵循以下原

则：#）如果树干在低于 &$ ’% 的地方岔开，分岔的茎

干则记为两个具有不同鉴别编号的个体；(）如果树

干在高于地面 &$ ’% 的地方分岔，只记录最大一个

树干；)）如果树干在高于胸高处分岔，则每个分开

的树干胸高直径要予以分别记载；*）如果以前两个

树干是分开记录的，则继续分开记载；&）如果发现

新测量的胸径小于上一次的数据，应予以重新测量。

两次的测量相差 # ’% 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大于 (
+ ) ’%，则必须重测、验证并寻找原因。树木的生长

条件编码为：#）生长正常；(）死亡（可见到死了的树

干）；)）失踪（推测已死亡，但无死木予以证实）；*）

因枯死，倾斜或其它的原因明显地降低了树高；&）

人为砍伐；,）受飓风损伤。

对于那些新的、胸径大于 # ’% 的树木以及上次

调查时遗漏的树木个体，调查时要补记在专用的新

增树木调查表上。对于每株新增树木，要记录其坐

标位置，确定树木名称，并给予新的树木个体鉴别编

号。

! -" -# 林木实生苗永久样带

实生苗和幼树的调查对研究森林动态十分重

要。样带内地每一个实生苗均予以记录，包括样带

内的树木和幼树，但多花狗木（!"#$%& ’("#)*+）、灌木、

草本植物和藤本植物除外。每个实生苗样带内，每

株实生苗有各自唯一的鉴别编号。调查实生苗时，

测尺应沿着管标的外沿尽可能靠近地面。

如果实生苗萌生于一个树木个体，该实生苗被

给予一个克隆编号。如果几个实生苗是同一个树木

个体的一部分，这些实生苗具有相同的克隆编号。

一般来说，除非萌生丛真的在土壤里生了根，一般不

予以记载。如在地表土壤以上萌生丛仍然与原来的

母体相连，也不予以记载，而把它看作是母体的分

枝。但如果萌生丛明显地在地下相互连在一起，则

应予以记录并予以克隆编号。当多个萌生枝从同一

个树桩生出，但如果还没有分别生根，则只记录最高

的一个枝条，其余的枝条均按分枝处理。

对每株实生苗，调查时记录其植物种类编码、位

置、高度、生长状态和叶子的数目。苗木的种类编码

通常由其属名的前两个字母加上种名的前两个字母

组成。在不知道植物种名的情况下可采用其属名的

前 * 个字母。通常松树的实生苗均鉴定到属。对于

尚未长出叶子的小实生苗，给予它们一个特殊的种

类编码（即子叶类型）。实在无法识别的实生苗用一

个特殊的种类编码。当然应尽量减少无法识别的实

生苗的数量。对于较大的无法野外识别实生苗个

体，在标记其在样地的位置后应采集其叶子带回实

验室鉴定；对于很小的实生苗木，应先试着在样地的

外边找到同样的植物，带回实验室鉴定。如果这两

种方法都不现实，应标注该未知实生苗在样带内的

位置，请有经验的分类专家亲临样地进行鉴定。对

于上次调查定为未知种的实生苗，在下一次调查时

应试着重新确定到属或种，并在记录表上予以注记

和更改。

实生苗的坐标是指实生苗的根在样带内的位

置。在多个实生苗长在同一个地点的情形下，应适

当调整坐标以反映它们的相互空间关系，先确定最

大的或最中心的一个实生苗的坐标，然后增加或减

少 # ’% 至若干 ’% 以反映其它的实生苗与中心苗的

关系。实生苗的高度从土壤表面（即落叶层的上部）

苗木的基部到苗木顶端的终结芽。测量实生苗时应

将苗木沿测尺轻轻展开以便测量其全长。如果实生

苗的高度比前一次的测量稍短，不必担心，实生苗的

高度降低 #$ + #& %% 均属正常情况。但如果两次测

量的差距大于 #$ + #& %%，则应在调查表上注明并

说明可能的原因（像重新生根、被啃食、被枯枝落叶

覆盖或者被倒木砸坏等）。实生苗生长条件编码为：

#）生长正常；(）死亡（可见死亡的茎干）；)）失踪

（推测死亡，但无法证实）；*）因枯死，倾斜或其它原

因显著降低了高度；&）人为拔根。在实生苗的高度

降低的情形下，生长条件编码 * 比较适用。如果实

生苗高于 ( %，那么这株苗木按定义就是幼树了，其

高度的编码为 . #。

一般来说，除非严重受损，实生苗都有一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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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叶子。如果实生苗的叶子数小于 !"，调查时记录

实际的叶子数。如果叶子的数量等于或大于 !"，则

给予编码 ##。松树实生苗的叶子总是记录为 ##。

如果实生苗已死亡或失踪，则无法记录其叶子数和

高度。调查时记录样条内是否受到各种明显的干

扰。比如，横卧在样带上倒伏的大树可能破坏样带

内的实生苗。此外，应该说明是哪些植物的实生苗

个体受到了损害。如果某个苗木的高度因其顶端受

损而回缩或重新生根而显著降低高度，应尽量在调

查表上注明损伤的程度和受损原因，如苗木严重受

损，像被昆虫咬食、病灾、甚至在调查时被不小心拔

掉等。应特别注意不要践踏实生苗样带。如果苗木

在调查时不小心被拔出地面，生长条件编码是 $ 并

应注明是人为拔根。调查时，应注意表上的数据是

否合理，注明所有不一致之处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每株实生苗上一次的调查数据均印在野外调查

表上，以帮助调查人确定其原来的大小。有时由于

各种原因表上没有上一次的调查数据，则一般在括

号内注明它最后一次的测量数据，这样调查人可以

大概估计这株失踪的苗木的大小。同时，调查表上

有时也印有一些前几次实地调查时的注记。这些注

记通常是一些尚未解决但需要在野外核准的问题。

诸如重新核查某一实生苗的编号、坐标或重新核查

异常的测量数值等。

新出生的实生苗和很显然在前一次调查时被遗

漏掉的苗木记录为新增实生苗。新增实生苗的情况

均记录在专用的调查表上。调查的项目包括样带的

编号、克隆编号（如果有的话）、植物种名、苗木的坐

标、叶子的数量、生长条件编码以及苗木的年龄。对

于新增实生苗，其生长条件编码只能是 % 或 $。记

录苗木年龄的目的是确定这株苗木是否第一次在样

带中出现，或者是以往被遗漏的苗木个体。如果是

被遗漏的个体，则要记录其确切的年龄。新增苗木

的年龄一般是 "。实生苗的具体年龄可通过是否出

现子叶、有几个芽痕来决定。

! &" &! 幼树的测量规范

森林幼树的调查基本上按照上述实生苗的调查

规范进行。但二者也有一些差别。在野外调查幼树

时，要记录样带编号、植物种鉴别编号、植物种类名

称、幼树在样带中的坐标以及幼树的自然高度。自

然高度指从地面到幼树的终端芽的长度。树高的测

量沿着茎干。如果上一次调查时记录的一棵幼树现

在的高度低于 $" ’(，应记录其目前的高度，并注明

它有无明显的受损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幼树的生

活条件编码可以确定为 )，即枝条出现萎缩。幼树

倾斜是常见的现象。但如果幼树现在的高度明显低

于上次调查时的高度，则应在调查表上予以记录。

幼树的胸径是野外调查的主要项目之一。如果

一个幼树的高度小于 % & *+ (，但以前有胸径记录，

那么仍应测量其胸径。一种测量的办法是将其拉

直，再测量其胸径。这样可为以后估算幼树生物量

提供参考。当遇到几个枝干从同一个植株上萌发出

来的情况，只记录最大的一个枝条。如果一丛枝条

中的最大一个的胸径大于 % ’(，那么这个幼树丛上

新萌发的枝条不记为新的植物个体。幼树的生长条

件编码与实生苗相同。此外，调查时用生长条件编

码 , 表示目前已大于幼树标准的树木个体。虽然这

些个体已无需测量高度或胸径，但是这些树木个体

仍然保存在数据表中。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样带中一个幼树的生长条

件编码为 ) 或 $，或明显地生长异常，调查时要予以

特别注明。新的高度超过 $" ’( 的幼树和那些很明

显在上次调查时遗漏的幼树，在专用的调查表上记

录为新的幼树个体。幼树的调查最好在实生苗样带

调查之后马上进行，避免再次设置量尺。幼树样带

和实生苗样带在共用边的同一侧。因此，调查者应

记住实生苗样带的位置。在野外调查时，应注意不

要踩坏样带内的实生苗和幼树。

! &# 永久样地的数据管理

! &# &" 数据质量控制

所有的野外样地调查数据均由专人输入计算

机。每个森林样地、实生苗和幼树样带及其新增的

个体均分别输入和存贮。所输入的数据文本在多个

计算机或服务器上备份。人工检查错误，并使用

-.- 统计软件（-.- /01232425 /0’&）编写成的运算程序

来系统地检查所输入的数据可能出现的错误。然后

使用专门的 -.- 程序将新输入的调查数据与以前

的样地数据合并为新的数据库。最后将其打印在野

外调查表上等到下次时调查之用。

! &# &# 数据归档管理

目前杜克森林办公室保存有全套的覆盖杜克森

林范围的美国地质调查局制作的地形图、县域土壤

类型图、森林类型图以及包括所有杜克森林数据资

料的地理信息系统。杜克森林建立的地理信息系统

空间数据库中所有的图层均根据国家地理数据管理

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存为 .67 8 9/- 格式便于格式转

换。目前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资料包括数字化地形

数据（:;<）、水文、道路、建筑物、土壤资料和森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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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这些图层包含了永久样地的位置信息，样地的

资料可以方便地叠置在杜克森林及其周边地区的图

层上。此外，所有杜克森林管理区的林木样地主要

树种的年龄级图也已数字化。这些地图约每 !" 年

更新一次。每次调查的样地数据文档均建立了描述

该数的元数据。永久样地的数据用 #$%&& 格式保

存。

此外，杜克森林是美国宇航局的一个影象基点，

拥有很多遥感数据，比如 ! ’ 解析度的数字航片、

()*+,)- ./（0" ’）和 /$$（1" ’）以及 #2344 图像

（! 5’）。这些具有地理坐标信息的遥感图片允许

研究人员在同一空间尺度上综合使用所有的数据，

以回答那些与空间信息有关的问题（诸如快速确定

被飓风损坏了的永久样地、研究飓风对森林的影响

是否随地形位置的不同、土壤类型的不同有所差异

等）。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的地理位置信息也是各种

遥感图像地面定位的依据。所有上述这些地图、地

理信息系统和样地数据均可通过申请从杜克森林办

公室获得。

! 6" 6! 数据管理和共享

经过几十年的连续调查，杜克森林已经积累了

相当多样且独特的森林生态学数据资料。杜克森林

的研究人员经常收到使用某些数据的请求。为了最

充分地发挥资料的价值，杜克森林长期研究项目的

管理者正在将长期调查的生态学数据加以整理，建

立数据库以便与公众共享。目前，杜克森林的研究

人员正在完善共享机制、制定数据使用规范、开发互

联网数据库以供用户在网上获取有关数据。不久用

户可以通过标准的网络工具例如 7.8 和网络浏览器

获取数据。在今后若干年里，所有杜克森林的永久

样地数据资料都将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员。

# 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应

用

# 6$ 森林实生苗统计研究

森林生态学家们对树木实生苗的种群过程至今

仍知之甚少，杜克森林中开展的长期树木实生苗过

程研究对揭开这个“黑盒子”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树木实生苗种群的年际波动较大、死亡率高，长

期连续的每苗监测数据对揭示林下植物动态规律有

重要意义。89:;:<<: 等（!==>，!==0）及 89:;:<<: 和 8??-
（!==@）调查并报告了杜克森林里各个年龄级和各种

大小的实生苗的生长率和存活率。这项研究工作阐

明了将林下实生苗种群过程纳入森林动态研究的重

要性。他们研究了杜克森林里的两个林型（高地松

林和高地混生硬木林）中 !@ 个种树的 =A "BC 株实生

苗 !B 年的连续观测数据，报告了几个出乎意料的研

究发现：树木实生苗的汇入率并不和乔木层中成熟

的个体基部面积紧密相关；实生苗的相对生长率基

本上独立于苗木的年龄和大小（高度）；实生苗个体

的生长率在连续的年份不关联；没有证据表明实生

苗有从竞争中释放的现象（即出现连续 0 年或 0 年

以上的快速生长）；所有树种的实生苗在下一年继续

生存的概率均随年龄和大小而增加；大多数实生苗

种类的相对生长率对于隔年的生存状态不具有预测

性。

89:;:<<: 和 8??-（!==@）估算了各种大小的实生

苗的生存率和这些苗木能生长到 ! ’ 高的概率。具

有较大种子的树种（比如山核桃树和栎树）生长到 !
’ 的存活率较高。白栎树在硬木林中比在松树林中

的实生苗长到 ! ’ 的概率要高，这个发现与以往报

道的杜克森林从松林到栎树、从栎树到枫树的演替

趋势是一致的。每株实生苗能长到 ! ’ 高的概率因

种类而异。他们估算出一个实生苗长到 ! ’ 高的时

间大约要 !B D 01 年。这一源于长期观测的研究发

现十分重要，它提示生态学家在进行森林生长模拟

和预测时，应十分慎重地确定每一种树木的生长参

数。

缓慢的实生苗生长率妨碍了对其生长以及能存

活到幼树的机率的估测，而杜克森林的长期实生苗

观测数据为建立完整的森林动态理论框架提供了理

论实证。实生苗的萌生现象（即树木个体顶梢枯死

后所萌生的新苗或无性繁殖产生的新根）在杜克森

林中很常见。萌生丛的统计参数与新生的实生苗有

显著不同。杜克森林实生苗木的研究表明：在郁闭

的林冠下，实生苗种群并非是一个等待释放少量个

体的种苗库。(E<?FG/)-)（!==@）研究了杜克森林内 0
个森林样地上的实生苗在同一季节内小尺度上生长

和生存的空间变化，解释了乔木层的各种栎树和山

核桃树之所以能共存的机制。他发现实生苗在靠近

同种个体时丰富度较低，而且实生苗在林冠开阔时

也存在这种现象。

8??- 和 %9H:,-?*,?*（!=1"I，!=11)）研究了林冠受

到飓风破坏后的实生苗和幼树多样性的变化。最典

型的例子是一个 " 6 ! 9’> 的永久样地因 !=A@ 年的

3)F?; 飓风而损失了约一半的样地胸径面积，而同一

类型同样大小的相邻样地却损失很轻。杜克森林

中，由 !=A@ 年的 3)F?; 飓风而造成的树木死亡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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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部分受风灾较重的森林样地在受灾 !" 年之后大

幅度地增加了树种多样性。尽管这两个样地的林分

特征在飓风袭击之前十分相似，但是在飓风刮过之

后的几年里却有了十分显著的差异。特别令人惊异

的是，受灾较严重的那个样地出现了实生苗和幼树

旺盛生长与建立的现象。到了 #$%% 年，&’()* 飓风

过后的第 +, 年，受灾较严重的那个样地中的幼树种

类与它相邻的控制样地比多了 # 倍。这一观察结果

不仅和假想的竞争松懈理论是一致的，而且也与风

干扰对皮德蒙特地区森林树木多样性有较大作用的

假说相吻合。

-.（+""!）调查了杜克森林样地林下层实生苗

的生存率、更新方式和生长速率，证明了飓风干扰通

过增加生境的异质性和资源的可利用程度而维持了

局地的树木多样性的假说。受飓风损害的森林下层

经历着很明显的种群变化和比较微妙的树木多样性

变化。在刮过飓风之后，实生苗和幼树种群的植株

密度呈现骤减趋势，随后植株密度又有所反弹和增

加。-.（+""!）对 #$!/ 年 &’()* 飓风效应的研究分析

显示飓风对树木组成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是长期

的。

飓风产生的大型林窗可导致已经建立了的实生

苗和幼树的生长释放。-.（+""!）发现飓风后森林内

存在一些快速生长地点。#$$0 年 12’3 飓风引发了

那些已经建立了的、不耐荫的或中等耐荫的实生苗

和幼树的生长释放，进而潜在性地增加了未来的林

木层的树种多样性。尽管受损的林冠会产生对林下

众多的刚长出来的实生苗不利的局地气候，但这种

林内小气候以及充足的土壤养分使得那些已经扎了

根的、较大的实生苗和幼树在开阔的条件下繁茂地

生长（-.，+""!）。

进一步观测杜克森林实生苗和幼树组成的变化

有助于检验林冠受到显著的破坏后实生苗和幼树增

加多样性的假说，同时，有助于确定这种实生苗和幼

树的多样性增加究竟是源于树木实生苗建立水平和

第一年生存率的差异，还是由于苗木死亡率的降低，

或者由于那些已建立了的实生苗个体增加了生长速

率的缘由。

! 4" 森林演替规律及组成动态

杜克森林的长期永久样地数据为揭示美国东部

温带阔叶林地带森林演替规律和树种组成动态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5*)3367)8.39 !" #$ %，#$$+）。:)); 和

<=2.>;)3>)3（#$?"@，#$?%，#$??@）使用杜克森林中的永

久样地调查了同龄火炬松林生长和死亡的长期趋

势。这一研究工作让更多的生态学者采用目前已经

很通用的 AB29’33 和 7.C)3>（#$%$）描述的 / 个阶段

模型来认识森林的发育和演替规律。:)); 和 <=2.>6
;)3>)3 在 #$?% 年总结归纳了这 / 个不同演替阶段的

树木死亡规律（图 +）。在森林发育演替的第一个阶

段，树木的死亡率较低而生长率很高。第二个阶段

树木之间竞争激烈，较小的树木个体死亡率很高，树

木整体死亡率持续很高。在这一阶段，树木存活率

较低，树木的死亡大致遵循 D , E + 自疏律。在第三

个阶段是带有过渡性的演替阶段，林冠树木的死亡

导致树木之间竞争减小。第四个阶段是稳态或顶级

森林阶段。在这个阶段，由林冠树木死亡产生的林

窗过程导致了林内的空间 异 质 性。:)); 和 <=2.>6
;)3>)3（#$??’）以杜克森林样地数据为基础，研究了

北卡罗来那皮德蒙特地区森林演替过程中植物多样

性变化。他们发现用竞争强度的变化可以解释森林

演替过程中植物多样性的变化和种类组成的可预见

度。

:)); 和 <=2.>;)3>)3（#$?%）研究了杜克森林永久

样地森林演替过程中森林密度的变化。他们发现部

分永久样地内的幼树和小树的密度有十分显著的增

加。他们认为这有可能代表了因林分结构的变化而

导致的树木种群的变化。在演替的过程中，这些曾

经受到干扰的森林产生林窗结构后，森林结构变得

更加复杂多样，因而有利于实生苗和幼树的生长。

:)); 和 <=2.>;)3>)3（#$?%）认为另一种可能是，森林

下层树木密度的增加是因为同时失去了低强度地面

火和动物啃食的结果。这种飓风后森林加快植物种

类更新的现象与温带森林中总体上以林窗斑块更新

为驱动的植物种类发育和多样性维护的动态格局是

一致的。

对大型飓风前后长期连续的样地调查数据的对

比性分析表明：在皮德蒙特地区，飓风对森林结构的

形成和发展，维持林木多样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发现历史上的大型飓风对树木的多样性和森

林的演替有长期的影响。他发现历史上的飓风加快

了同龄松林向演替后期以硬木树种占优势的森林类

型的进程，同时使硬木林向更多样的种类组成并增

加红槭优势度的方向演变。然而，飓风对森林的组

成和植物多样性的具体影响随某些因素的变化而有

很大变化。这种影响取决于林地的受灾程度、飓风

前森林的特性以及观察这些特性变化的尺度。与受

飓风破坏的森林地段经历的极其明显的森林结构上

的变化相反，由飓风引发的植物种类组成上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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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变化较为平缓。! 年后在大多数受到风灾的样

地里树木的多样性仅略有增加或因新的喜光植物的

移入而基本维持原来的水平。同时，受到干扰的森

林样地内也增添了一些外来的入侵树种，如泡桐树

（!"#$%&’(" )%*+’)%,"）和臭椿树（-($"’).#, "$)(,,(*"）。

! "" 林木生长和死亡率研究

#$%&等调查了永久样地演替初期树木的不对

称性变化（#$%& +) "$ "，’()(；*+$,-$，’((!）。他们

发现在林下光照较少的地段，与林木生长的不对称

性相应，林分发育的不对称性也较早地增加。随着

森林自疏过程的开始，这种不对称性逐渐减弱。根

据森林演替模式 . 个阶段的理论，#$%& 等（’()(）推

测树木之间的竞争在森林最初建立阶段应该是对称

的。然后在森林自疏阶段是不对称的，再后森林演

替的过渡阶段这种不对称性减弱，最后在演替的稳

态阶段，不对称性加强。他们的大多数预测得到了

证明（/001 2 3456710$70$，’())8）。/001 和 3456710$70$
（’())-）使用杜克森林的永久样地数据评估了皮德

蒙特地区的弃耕地上松树林和硬木林地的树木组成

变化的轨迹。96（:;;!）运用杜克森林的永久样地

数据研究了大型飓风袭击后受害的树木种群过程和

森林恢复的变化轨迹（图 !）。这些来源于长期永久

样地的森林树木组成变化的基本信息对于搞清森林

生态系统的演替过程是很关键的。

图 ! 样地树种的消耗曲线显示了两个高低混生异龄硬木林中不同树种的死亡率的差异

<6="! *0>?016%$ ,+5@07 6??+715-16$= A6BB050$,07 6$ C%51-?61D 5-107 %B 15007 B5%C 1E% +>?-$A，C6&0AF-=0A，C6&0AF7>0,607 71-$A7
3GHI：/"01" 7>>" 3G3G：/"01" 2"0%$(’"+3,+4)+’)0(%’"$(, 3GJK：/"01" )%*+’)%," 3GLM：/"01" 5$"60" 3K<M：/%0’#, 7$%0(8" NOPQ：9#’(4+3

0#, :(05(’("’" ROS/：;#+02#, 7>>" 注意在第 ’; 号样地（-）的栎树（ROS/）和第 TU 号样地（8）的多花狗木（3K<M）在 ’((U 年底飓风后树木密度急

剧降低 V%10 14-1 ;#+02#, 7>>" 6$ /S/ ’;（-）-$A /%0’#, 7$%0(8" 6$ /S/ TU（8）=50-1?D A0,50-70A 6$ %5 74%51?D -B105 W+556,-$0 <5-$

! "! 尺度在观察群落格局上的重要性

森林种类组成通常与环境有关。但是研究者往

往忽略了在观察树木格局时尺度的独立性和空间范

围的作用。H00A 和其它研究人员在杜克森林里使

用一个 U "!! 4C: 的永久样地中所有测绘的林木位

置、土壤条件和其它环境要素调查了在观察树木格

局时尺度的独立性和空间范围的作用（H00A +) "$ "，
’((T）。/-?C05 等还进一步收集分析了一系列不同

尺度上的草本数据（/-?C05 2 X4610，’((.）。样地林

木坐标图被用于研究林冠与植物总数和植物种类的

相关性。他们的研究发现与植物组成最密切相关的

因素是纹理的大小。植物组成的预测性随纹理的减

小而增加。

96（:;;!）使用杜克森林永久样地进行了不同

尺度上飓风干扰和森林反应的研究。奚为民的研究

表明在调查树木受损格局、致灾因素和风灾效应时，

空间尺度和受灾前森林的长期本底资料十分重要。

96（:;;!）发现在景观尺度上，树木受损和死亡的可

预测性与森林样地所处地点对风的暴露度、地形位

置和树木的大小紧密相关。而在样地的尺度上，树

木受损和死亡的可预测性由于阵风的多变性以及复

杂的树木之间个体的相互作用而比较低。一般来

说，树木的死亡和受损程度与灾前的树径大小呈正

相关。

! "# 林木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

杜克森林的研究人员使用永久样地的数据调查

了森林实生苗的空间格局。H6880$7（’((!）首次把实

生 苗 出 现 的 格 局 和 林 冠 树 木 的 分 布 联 系 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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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使用杜克森林的数据开发了新的检测空

间格局的统计工具（()*+’,-’ . !"#$%&’，/001）。2%%’
和 34&5+’%6+%6 等的研究表明，小树以及靠近大树的

植物个体的死亡率较高（2%%’ . 34&5+’%6+%6，/071；

86"9 !" #$ :，/070；;5，<==>）。研究显示，在森林演

替的自疏阶段，实生苗和幼树的死亡率最大；但在森

林演替的过渡阶段，实生苗和幼树的死亡率较低

（34&5+’%6+%6，/011；2%%’ . 34&5+’%6+%6，/071）。他们

的研究还发现，随着树木的增大，树木空间格局一般

从随机分布连续性向均匀分布发展。

?)@"6,#- 等（<==<）运用 A5$#%B 的 %（ &）分析方

法研究了杜克森林内一个约 < 4C< 的每木调查永久

样地 D> 年来栎树和红槭（大于 < : > )C ’()）空间格

局的变化。他们特别调查了这种时间上变化是否与

栎树因竞争而被红槭取代的假说相一致。红槭和栎

树在空间上都呈现集聚分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

得较为均匀。由 /00E 年 F&,6 飓风而导致的树木死

亡在所有林层上和所有尺度上均呈聚集分布。红槭

的新增苗多出现在林下靠近红槭树的地方，而这种

现象在栎树新生苗中很不明显。这项研究支持森林

乔木下层缺少栎树更新苗而被红槭取代的假说。这

一效应存在于各种尺度范围。他们的研究还表明现

存的土壤梯度随时间的变化可产生非常复杂的树木

空间格局。

;5（<==>）在研究大型飓风对杜克森林永久样

地的影响时，运用 A5$#%B 的 %（ &）方法分析了存活

树木以及因风灾而死亡树木的空间格局变化。/00E
年的 F&,6 飓风造成了树木死亡和受损的无序性，从

而大大地增加了永久样地内的空间异质性。杜克森

林林窗的平均面积在飓风袭击前约 D== C<，飓风过

后达到 / /== C<。最大林窗面积是飓风前的 /7 G HD
倍。空间点格局分析表明，飓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

了死亡树木的集聚性分布。这些分析结果也表明：

在样地尺度上，树木格局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不可预

测的阵风与树种对风暴的不同的抵抗性决定的；在

飓风袭击下生存下来的上层乔木明显地变成集聚分

布。在 7 G D= C 的尺度上变得更加集聚。总的来

看，松树林样地内林木下层的幼树和小树的空间格

局变化不大，而硬木林样地的林下层变得更加聚集。

至今，可以用来研究温带森林演替过渡阶段，以

及用来评价树木死亡格局的永久样地数据很少。预

计杜克森林中的松树林数据在今后 /= 年里可提供

森林进一步演替的较完全和十分关键性的信息。本

文推测树木死亡率（包括小树）在过渡阶段由于树木

之间的竞争的减小而降低，同时小树的死亡率的空

间异质在森林演替的过渡阶段因产生林窗而增加。

以上的两个预测是比较现实的，这些推测可能代表

了那些有极高起始林木密度（因而同步死亡）的极端

情形，进一步验证树木的空间格局是否在森林发育

的过渡阶段变得逐渐趋于更加有序，然后在森林发

育的过渡阶段的后期变得更加聚集。

! :" 草本植物种类组成长期变化的研究

北美东南部所残存的成熟的阔叶林长期以来被

认为是稳定的演替终极阶段。在这一“终极”阶段，

局地上的草本种类的变化主要反映了土壤和地形的

变化。由于缺乏可靠的实测数据，以往很少有人深

入地研究林下层草本植物的长期变化及其稳定性。

即使在拥有长期调查数据的生态学研究地点，对草

本植物种类长期变化的研究也很少。杜克森林的研

究人员这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I&,J%+（/00>）及

I&,J%+ 等（/00E）使用杜克森林内的种类组成样地研

究了树冠结构对草本植被生长发育的影响。K,J%&6,
等（<==>）重新观测了杜克森林内一系列分布于各种

土壤和生境类型的永久种类组成调查样地，调查了

地表层的所有植物在 <> C< 和 / === C< 两个空间尺

度上的丰富度、种类组成以及丰富度随环境条件的

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北卡罗来纳皮德蒙特地区

硬木林地表草本植物长达 <H 年的变化。

K,J%&6, 等（<==>）的研究发现，杜克森林植物种

数总量和本地植物种的数量在 <H 年里基本上保持

不变。但所有样地的植物种类组成均发生了显著的

变化：草本植物的丰富度明显降低，而树木实生苗的

丰富度显著增加，这种变化与整个样地的变化有一

致性。他们发现草本植物的组成随时间的推移而发

生变化，在 <> C< 的尺度上与土壤环境条件显著相

关。在具有较高 $L 值、富含阳离子的沙性土壤上，

草本种类的减少幅度低于其它土壤类型。林下的植

物种类的丰富度在地势较低的地段随时间的推移而

趋于增加。在地势较高、较干燥的地段，植物种类的

丰富度的变化与较低、较湿润的地段相反。这项研

究发现草本植物多样性和树木实生苗随时间的变化

并不支持森林演替终极阶段稳定性假说。这种观测

到的草本种类在皮德蒙特地区的不稳定性可能在整

个温带森林中是有代表性的。草本植物种类的这种

变化可能与 <= 世纪早期自然的地表火被人为地控

制、广泛存在的放牧、外来植物种的侵入以及白尾鹿

种群的增加有关。这项研究显示：用现存植被预测

未来植被变化的做法是不可靠的，而长期观察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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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依然是植被动态研究的基础。

! !" 森林动态模型的建立研究

尽管森林林窗模型（"#$%&’ !" #$ !，()*+；,-./’
!" #$ %，())(；,-./’ 0 1234/-$，())+）在北美东部已

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它还从未被应用在北卡罗

来纳州的皮德蒙特高原地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树

木实生苗资料欠缺，确定林窗模型的参数难度很大。

在皮德蒙特高原和南部阿巴拉契亚地区，树木种类

的变化和土壤的化学性质以及矿物学特征密切相连

（566$ 0 72-&8$6’86’，()9:/，()9:.；;6<6== 0 566$，
())9；;6<6== !" #$ !，()))）。杜克森林的这些永久样

地为在皮德蒙特地区建立林窗模型提供了非常理想

的和关键的可用以确定林窗动态模型参数的数据

库。杜克森林的研究人员正在使用这些长期样地数

据参数化皮德蒙特地区的森林林窗模型。这些模型

将特别侧重实生苗动态和树木对土壤阳离子可利用

度的反应。所建立的林窗模型对揭示土壤在森林演

替中的作用和统计学机理的假说很有帮助。

有关树木的生长率和死亡率如何随植物种类、

树木大小、生长地段和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信

息是开发更好地预测森林组成成分变化森林模型的

关键。566$ 和 72-&8$6’86’（()9:.，()9*）研究了树木

生长和死亡的变化。他们对杜克森林样地数据的初

步分析表明：在异龄林中的硬木树个体的减少速率

随时间的推移通常是恒定的，其降低的斜率由植物

种类和生长地段决定；与林下的同一树种相比，林冠

层的树种通常有较低的斜率。他们研究了主要硬木

树种因生长地段条件的差异和树木大小的差别而导

致生长率和死亡率的变化。他们还发现，不同树木

的死亡率随生长地段、植物种类和树木大小而相对

变化较大，但在同一植物种、同一大小和同一地段

内，树木的死亡率相对恒定。

! !# 大型非经常性风干扰的影响与恢复机制

>67#8$6-（())?）扩展了杜克森林的每木永久样

地，并开展了对树木死亡风险因子在不同暴风中的

一致性的分析。他调查了 ()99 年的一次龙卷风对

森林样地的影响。在这次极端风灾事件中，许多林

冠树木被风折断，或树木被连根拔起。松树受到了

较严重的破坏。他使用 =#4&8$&@ 回归方法确定了导

致树木受损的因素。对龙卷风的研究显示，风折是

最主要的风害类型。树种和树木的高度显著地影响

了树木的死亡率。他还用美国林务局在南卡罗来纳

州皮德蒙特地区收集的 ()9) 年 A34# 飓风的数据发

现了类似的结果。那次飓风造成了南卡罗来那州皮

德蒙特地区森林的严重损失（>67#8$6-，())?）。

B&（+::C）使用杜克森林的永久样地数据分析

了 ())? 年 D-/’ 飓风造成的森林结构和组成成分的

变化，并评价了导致树木死亡的风险因素。这一研

究首次用样地内个体树木生长和竞争来评估树木死

亡因素。初步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飓风袭击使阔

叶树（如栎树）比松树遭受了更大的损害。他发现

D-/’ 飓风的强劲风力和极多的降水造成了杜克森林

及其周边地区很强的异质性格局。杜克森林永久样

地内受损严重程度变化很大，树木死亡率和样地胸

径面积的损失变化很大。这种飓风灾害的复杂性是

气象、地形和生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风速无疑

是决定灾害严重度的最重要的因素。降水也是影响

灾害 严 重 度 和 树 木 受 灾 类 型 的 关 键 性 因 素。在

())? 年 D-/’ 飓风袭击杜克森林时，由于土壤已被飓

风之前的雨水过度饱和，因而树木拔根是上层乔木

受损的主要类型。林内重灾区大多集中在较极端的

地形部位，特别是沿着溪流的两侧土壤最为湿润的

地带。除受风速和降水影响外，树木的受灾程度与

其生境的暴露度、地形位置、树木大小和树种的抗风

性有密切的关系（B& !" #$ %，+::+；B&，+::C）。

在北卡罗来那皮特蒙特地区，那些看上去成熟

的混龄落叶林的种类组成也在变化之中。比如，红

槭和美国山毛榉树的重要性在过去 +: 年里大大增

加，其增幅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料（56-#’&，())E）。但

是栎树和山胡桃树的数量比起一般生态学文献所预

测的要少。尽管各种栎树（约 (C 种）和山核桃树（约

C 种）目前在皮德蒙特地区森林的乔木层（包括部分

的杜克森林永久样地中）仍占有优势，但这些树种的

苗木和幼木却相对较少。这种现象在美国东部大部

分地区很常见。566$ 教授的统计调查显示，尽管部

分栎树和山核桃树的实生苗和幼树确实生长发育并

能最终进入林冠层，但是在过去的 *: 年里，它们的

总优势度在持续地衰退。与此同时，红槭和美国山

毛榉树的丰富度在连续增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

因为红槭和美国山毛榉树适应了在 (* 世纪就被控

制了的低强度的地表火烧干扰（F.-/G8，())+）。有

的学者则认为这是由于比较不耐荫的植物种类在受

到严重的林冠干扰（比如飓风和龙卷风）后加快了生

长（H=&$I6’8$6&’ !" #$ !，()9?）。对杜克森林永久样地

的继续观测，对搞清栎树和山核桃树在受到飓风的

损害后是否会重新恢复其在林冠层的优势，还是林

冠栎树的消除将加速了目前尚在苗木层和幼树层占

优势的较不耐荫的红槭和山毛榉树，取代现有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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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栎树和山核桃树等问题有重大意义。

! !" 杜克森林数据在其它方面的应用以及目前正

在开展的研究领域

除了以上介绍的主要研究结果外，杜克森林的

研究人员在 "#$% 年前后还开展过森林生物量和生

产量的研究。&’’( 和 )*+,-./（"#$"）使用杜克森林永

久样地的数据，采用维度分析方法计算了杜克森林

树木生物量的回归公式，并确定了森林发育过程中

生物量和生产量的变化规律。在他们工作之前，绝

大多数关于森林发育过程中生物量和生产量变化的

研究使用一次性测量的数据。该研究发现杜克森林

的净生产量相当稳定，这有可能反映了稳定的资源

补给率；而生物量则随森林的演替稳定增加。尽管

在 "#01 的 234’/ 飓风之后，森林的生物量减少，但其

地表生产量变化不大。这表明那些古老土壤的养分

供给率是稳定的。在许多树木死亡的情形下，可被

利用的养分被残存的树木充分吸收。目前，杜克森

林的研究人员正在利用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的数据，

研究 "##5 年 673, 飓风后森林恢复过程中生物量和

生产量的变化。

)87.9(’,9’, 和 &’’(（"#$1）研究了植物种类组成

的可预测性。他们使用杜克森林永久样地证明了森

林的植物组成成分（主要是草本种类组分）的分布是

可预测的。植物种类在森林演替的自疏阶段，影响

森林变化的变量明显增加；在过渡阶段骤减，然后在

成熟的混龄林阶段再次增加（但是没有达到最高

点）。他们把这种格局归因于竞争强度的变化；植物

种类分布的预测性与来自林冠树木的竞争强度有

关。在飓风干扰后的头几年里，植物种类分布的预

测性会较大幅度地降低。:.（;%%0）进一步证明了

植物种类的分布在遭受飓风灾害后的头几年里会变

得较难预测，而植物种类的分布在林冠未受干扰的

森林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假说。他对杜克森林永久样

地的分析发现历史上的飓风显然降低了森林种类组

成变化的可预测性，并且加快了较喜光照的红槭取

代现存的演替后期的栎树和山核桃树的趋势。大型

飓风干扰显然对树木更新，提高树种的多样性有重

要作用。研究飓风干扰的发生对阐明美国东部异龄

混生硬木林的动态和非均衡特性很有帮助（:.，
;%%0）。

生态学家需要知道从一个研究点上获得的结果

是否在特定的区域内的不同地点具有普遍性。杜克

森林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利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

资助开展不同研究地区永久样地的比较研究。目前

森林生态研究在少量研究地点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研

究成果，但是对于结果普遍性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

段。如果想确定在更广泛的地理区域某一研究结果

的普遍性，一定要开展多研究地点的比较研究。广

布于杜克森林内的多样的永久样地为实现这一目标

提供了极好的研究基础。杜克森林的研究人员已经

开展了多个研究地点的数目死亡格局的初步研究，

并正在努力扩大这种合作（&’’( !" #$ !，"##"，<3+’,=
7*(8 !" #$ !，"##>）。他们下一步将比较同一区域不

同研究地点总体上的和每个植物种类的生长和死亡

规律，并正在与其他学者合作在整个美国东部森林

区及中国东部森林区开展比较森林生态学研究。

# 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监测规范和数据管理

方法与其它森林监测网络的比较

# !$ 与美国东北部哈佛森林永久样地研究的对比

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的历史与美国东北部的

哈佛森林（237?37@ 6*7’9(，1; !0A B，C;A D）有一定的

可比性，它们同属于美国东部温带地区历史十分悠

久但相对独立的小范围森林动态监测和研究地点。

哈佛森林建于 "#%C 年，隶属于哈佛大学。哈佛森

林自建林以来，一直将基于永久样地的长期定位研

究项目作为它（早期）综合的森林生态学和（近代）整

体森 林 生 态 系 统 研 究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6*9(’7 E
FG’7，;%%1；H37I’7 E 6*9(’7，;%%5）。哈佛森林是美

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J8’ <*,K J’7L M-*/*K.-3/ N’=
9’37-8 B’(O*7I，<JMN）建立的 ;5 个的野外研究观测

站之一。

哈佛森林尽管其正式建林的历史早于本文主要

介绍的杜克森林，但在其林内建立永久样地的时间

稍晚于杜克森林。他们在建林的早期主要进行了森

林林型的普查。哈佛森林的研究者在 "#>C 年首次

建立了 ;5# 个、面积为 0%5 L; 的永久森林样地，调查

了这些样地内树木的种类和大小，林木更新和林下

地被层的植物。"#1% 年，他们又在哈佛森林内建立

了 "1 个面积介于 % !%;0 P %!" 8L; 的永久样地，用以

研究 "#>$ 年的强飓风对哈佛森林的影响以及该森

林在风灾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哈佛森林内首次建立

每木定位永久样地是在 "#5# 年。哈佛森林的研究

者共建立了 >; 个 >% !0 L Q >%! 0 L 的每木定位永久

样地，调查记录样地中每株树木的种类、位置、大小、

林冠级和林木死亡后的条件等，用以研究森林的动

态变化。

哈佛森林的研究人员还建立了一批用于对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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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永久样地，研究森林种群的变化和林下植被

的更新等（!""#$%&’(()* !" #$ +，,---；."/01)2 !" #$ +，
,--3）。哈佛森林的这些永久样地大多数建于 45 世

纪 -5 年代。总的来看，杜克森林和哈佛森林早期在

样地调查的研究方向基本接近，但在后期研究内容

上则各具特色。在样地数据的后期管理和数据共享

方面，两个森林均做了一定的努力，它们有专人负责

数据的输入校正和数据的存档管理。目前，哈佛森

林的部分数据已可通过互联网下载获得。杜克森林

的数据也可通过与研究项目的主持人联系获得。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克森林最大的一个大型森林样

地（即 6"*/)27 样地，3 +8 9:4）的调查数据已经以数据

论文 形 式 在 %&’$’() 上 正 式 发 表（;<(:$% !" #$ +，
455=）。

! +" 与 !>?@ 热带大型永久样地监测网络的对比

杜克 森 林 的 长 期 定 位 研 究 样 地 与 !>?@（>9$
!$2/$% A"% >%"#)B<( ?"%$*/ @B)$2B$）在热带跨地域建立

的一系列共 ,C 个超大型永久样地相比，同属于每木

森林样地类型。但两者之间样地面积相差很大。

!>?@ 大型网络标准样地的面积为 85 9:4，而杜克森

林中每木森林样地的面积相对较小，大多为 , D 4
9:4。杜克森林最大的每木森林样地（6"*/)27 样地）

的面积有 3 +8 9:4；这两个永久森林样地监测网在样

地面积上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生态学家们对热带

森林和温带森林性质组成差异的认识，同时也反映

了热带和温带森林生态学研究历史发展和研究侧重

点的不同。!>?@ 大型网络样地和杜克森林中的那

些面积较大的每木森林样地建立的时间相当。第一

个 !>?@ 大型样地（E<%%" !"("%<F" G*(<2F 样地，E!G）
建于 ,-C5 年，首次样地调查在 ,-C, D ,-CH 年完成

（!"2F)/，,--C）。杜克森林中的较大每木森林样地

最早建于 ,-85 年，大多数则建于 ,-=C 年、,-CI D
,-C3 年。

这两个永久森林样地监测网调查的项目比较接

近，都侧重与记录反映森林种群变化和植被动态的

基本数据。!>?@ 大型网络样地没有专项的苗木调

查，而杜克森林中林下的长期实生苗和幼树样地，则

为揭示温带森林种群动态过程和森林的发育和演替

提供了十分珍贵的野外调查数据。按照调查规范，

所有 !>?@ 大型网络样地均调查样地的土壤特性；

在杜克森林里，只有永久样地部分调查了土壤特性。

同样按照调查规范，所有 !>?@ 大型网络样地都要

制作植物种类的分布图；而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的研

究是结合具体的研究内容进行植物空间格局变化的

分析（.BJ"2<(F !" #$ *，455H；K)，4558）。

这两个森林样地调查网络均十分重视野外数据

的管理、应用和数据库的建立。它们都有专人负责

数据的输入校正和归档管理，并且都建有各自的植

物种类数据库。!>?@ 大型网络样地首先将野外调

查表上的数据按基本格式输入计算机，再重新转化

为便于分析的格式。整个建库过程采用 ?"L;%" 数

据库软件进行。杜克森林的样地数据则用 M@!GG 格

式保存。

! +# 与 >’M. 大型热带型样地监测网络的对比

杜克森林的长期定位研究与 >’M.（>%"#)B<( ’&
B"("7N <2F M**$**:$2/ ."2)/"%)27 O$/P"%1）大型样地监

测网络相比，样地建立的目的有所不同，因而在观测

的内容和规范上有较大的差别。>’M. 大型样地网

络是应用生物多样性科学中心（>9$ !$2/$% A"% M#&
#()$F E)"F)Q$%*)/N @B)$2B$）于 4554 年在 ,4 个热带高生

物多样性地区建立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网

络，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建立一系列的野外观测站监

测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动态，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

供早期预警。相对于杜克长期森林样地和 !>?@ 大

型样地网络样地监测网络，>’M. 的总体调查项目

更为综合，不仅包括植被调查，还包括气象、鸟类、蝴

蝶、蚂蚁和灵长类动物的野外调查，它的大型样地监

测网络的野外样地调查方法更加规范化。从可比性

较强的植被调查的项目来看，>’M. 大型样地监测

网络除了调查森林植被结构组成、树木生长和动态、

地上生物量外，还同时采集树木物候和地表凋落物

的信息。>’M. 大型样地网络的标准的核心样地为

, 9:4；核心样地分成 48 个 45 : R 45 : 的分样地。

核心植被样地的调查每年进行。样地调查的最小树

径为 ,5 B:。而杜克森林样地类型的面积一般大于

>’M. 样地网络的核心样地面积。样地调查的最小

树径为 , B:。

这两个森林均有专人负责数据的输入校正和管

理。都有一套比较标准化的野外调查和数据管理规

范。>’M. 大型热带型样地监测网络积极致力于野

外调查数据的标准化和共享，它已在 455= 年 I 月颁

布了数据管理规范以便其长期森林样地监测网络内

研究人员参照执行。>’M. 网络的数据包括了监测

的数据、采集的标本、实验分析的结果以及从这些原

始数据进一步加工获得的数据。此外，在收集原始

数据的同时，有关这些数据的元数据（.$/<F</<）也加

以收集和整理。>’M. 大型热带型样地监测网络的

输入程序还带有数据字典以加快数据输入的速度和

H,I 植 物 生 态 学 报 PPP+ #(<2/&$B"("7N + B": H4 卷



准确性。所有的数据在按规范格式输入后上载至

!"#$ 数据库服务器上。大部分 !"#$ 数据在正式

注册并与项目签订数据共享协定后即可获得。数据

的使用者应遵守协议上的各项规定。

! 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对相关研究的启

示

! %" 早期研究者的远见卓识和严谨的工作精神

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

功，是和早期研究者的远见卓识和严谨的工作精神

分不开的。虽然早期的永久森林样地的面积不大，

但样地都做了极其详尽的调查和记录。每一个样地

均有正规和详尽的样地建立报告，包括建立样地的

人员、样地建立的时间、目的、位置、林型、布局、面

积、种类、调查项目、编号以及与其它样地的相对位

置的样地地图等。这些严谨的调查工作和详细的样

地的文字性描述和图件档案，为后续的调查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此外，在每一次重新观测之后，调查人

员均要为每一个永久样地撰写单项总结或综合性的

研究报告。在 &’ 世纪 (’ 年代创建这些样地的森林

学家们可能无法预料它们建立的森林样地对目前我

们研究竞争的不均衡性，森林演替由同龄林到杂龄

林过渡阶段的过程、) ( * & 稀疏律的检验和对雨水

中增加氮的成风对树木生长的重要作用。

! %# 多渠道争取各类研究经费的支持

维持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的重复调查和观测需要

大量的经费、人力和物力的支持。早期的杜克森林

长期定位研究项目是由杜克大学的经费和杜克森林

自身的生产经营收入资助进行。&’ 世纪 +’ 年代中

后期以来，在 ,-./0123023 教授和 4221 教授的共同努

力下，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得到了 5 个美国自然

科学基金连续 &’ 余年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两项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环境生物学长期研究计划

（6!7"8）专项基金长达 9’ 年的经费支持。美国自

然科学基金的环境生物学长期研究计划基金建立于

9:;& 年，专门支持需要长期收集野外数据的研究项

目并提供连续 < 年的调查经费。这些研究经费为杜

克森林长期定位样地的维持、原有的较小的样地的

扩展以及新的大型森林样地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 %$ 数据的共享和多方位的合作

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之所以取得较多科研成

果，是与其良好的数据共享机制和多方位的科研合

作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杜克森林办公室向需要杜

克森林研究资料的学者无偿提供详细的文字、数据、

地图、航空照片和遥感资料。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的

各种调查数据也可提供给外部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

研究和比较研究。因此，不少其它研究项目应用了

杜克永久样地的长期调查资料。比如，=>0/0?-@2 等

（9::5）将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的数据与美国宇航局的

遥感数据相结合调查了森林林冠的结构。作为研究

种群杂合性随森林演替阶段和竞争强度的变化的一

部 分，8>@2.A8.B0-（ 9::C）与 8>@2.A8.B0- 和 4221
（9::+）确定了一系列共 9( 个具有不同起始密度的

森林样地中所有火炬松树的基因类型。此外，杜克

森林的长期定位研究项目在附近的北卡罗来纳植物

园（隶属于北卡罗来那大学）和 D/EE FB.201 实验林（隶

属于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建有同类的永久森林

样地、苗木和幼树样带。这些与其它学校和研究机

构的合作拓宽了杜克森林科研经费来源和数据资料

的应用领域，同时也提高了杜克森林在世界上的知

名度。

! %% 良好的森林学、生态学和环境学人才培养环境

几十年来，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是一个既出

研究成果又出人才的良好典范。美国现代著名的生

态学家 8B.G>33 FD 教授 <’ 年代初在杜克森林内建

立了一个较大型的森林永久样地（8B.G>33 样地，图

5）。他对该样地进行研究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后

来发表在 !"#$#%& 杂志上（8B.G>33，9:<(>）。自 &’
世纪 +’ 年代后期以来，以杜克森林长期定位数据为

基础的研究工作，先后共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会议

报告；完成了博士研究论文近 9’ 部；硕士学位论文

近 9’ 部；本科研究论文多篇；部分学生的研究论文

发表在 !"#$#%&、英国的 ’#()*+$ #, !"#$#%& 和国际植

被协会会刊 ’#()*+$ #, -.%./+/0#* 1"0.*". 等较有影响

的学术刊物上。杜克森林永久样地研究项目资料收

集和资料管理需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多年来，杜克

森林长期定位研究为研究生提供了获得广博的生态

学研究训练和进一步发展研究思想的机会，也为本

科生创造了参与科学研究和获取实际经验的良好机

会。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项目聘用了几十个本科

生夏季野外研究助理。多个研究生和本科生被聘为

项目管理员、协调员和数据管理员。该长期定位研

究项目还资助了多个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北卡罗来

那大学和杜克大学的研究生们在完成杜克森林永久

样地调查和研究上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

& 结 论

在美国屈指可数的几个超过 +’ 年的长期定位

& 期 奚为民等：美国东部杜克森林长期定位研究综述 HIJ：9’%(++( * K % /003%9’’<A&C5L%&’’;%’&%’’+ (9<



研究地点中，杜克森林长期森林动态和植物多样性

的研究是一个有特色的成功典范。杜克森林内收集

的长达 !" 年的定位观测资料为研究美国东部植物

群落演替、森林种群动态，以及森林生态系统过程和

格局与自然和人为的干扰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极为有

用和珍贵的生态学信息。杜克森林永久样地资料的

分析揭示了森林演替和更新格局和机制的很多新见

解。杜克森林长期的调查和研究积累下的科学数据

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和生态价值。当然，不可避免

地在旧的问题被解决后，许多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随着对森林的多样性、森林服务和林副产品要求的

日益增加，杜克森林的长期生态学数据的积累和研

究工作对于揭示人类和环境的复杂相互作用就显得

更加重要。

森林生态系统的性质和动态取决于树木的长期

生长过程和它所受到的自然干扰。预测森林随时间

的变化，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外来入侵生物、风灾

和火灾，以及对森林的有效管理都需有长期的监测

研究。毫无疑问，长期定位森林生态研究对生态学

野外数据的积累和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长期积累的森林动态数据，特别是长期大型

的每木森林样地的数据，至今仍很稀少，但它们是回

答许多生态学问题的基础。综上所述，本文所综述

的美国东部杜克森林开展长期定位研究的经验和某

些教训对其它地区规划和开展较大规模的长期定位

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参考作用，对加快森林动

态生态学理论和应用的发展步伐、促进整个生态学

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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