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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近自然经营基本理念袁并从森林更新尧树种选择尧森林结构尧经营方法尧演替过程尧经营目标 6 个方面阐述了近自然
经营在模仿自然规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袁说明了近自然经营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经营理念袁所采取的是野自然化冶的经营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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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rest Near-Natur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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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basic concepts of near -nature management袁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ar -nature management in imitating
natural laws was expounded from forest renewal袁tree species selection袁forest structure袁management methods袁succession process and management
objectives袁and near -nature management is a management concept conforming to natural laws was illustrated袁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
naturalization" was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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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森林经营理念和技术的逐渐深入发展袁森林的
野近自然冶经营理念正在逐步的被广大林业工作者所接受袁
全国多地都进行了关于森林近自然经营的实践尧探索和初

林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经营可持续性遥而人工造林特别是大
规模的营造纯林渊如 20 世纪 70要80 年代大规模营造的大

面积的落叶松纯林冤结构简单尧树种单一尧抗逆性弱尧稳定性

步推广袁其经营优势已经初步发挥袁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经

差尧生物多样性低袁极易大面积发生和感染病虫害袁造成林

营效果遥

地土壤酸化板结遥只采用一个树种或几个树种一代代重复造

1

林袁会使森林的进展演替中断尧结构优化停止袁使经营不可

近自然经营的基本理念
近自然经营就是依托自然条件尧借助自然力量尧模仿自

持续袁人工更新是人们对自然力的强加和改变袁不具有森林

然规律袁通过人为干预加速发育进程袁培育接近自然又优于

自然本能的属性[3]遥近自然育林提倡保护和利用天然更新袁

自然尧质量优良尧功能完备尧可持续经营森林的作业体系 遥
[1]

创造条件人工促进天然更新袁不主张大面积营造纯林而是

近自然森林本质特点就是营林措施近自然化袁野模仿自然尧加

营造多树种混交的天然林袁这种更新方式和更新类型正是近

速发育冶是其经营理念的核心要义遥一是理解尧尊重并充分

自然的体现遥

利用自然力曰二是单株木作业体系曰三是以乡土树种为主要

2.2 树种选择近自然

经营对象曰四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原则曰五是林分近自然

优先强化培育乡土树种也是近自然经营的特征之一遥

结构调整袁通过目标树等经营措施袁将现有结构单一的林分

乡土树种是经过数十万年激烈竞争尧淘汰尧选择遗留下来的

改造成异龄尧复层尧混交的近自然林[2]遥

适宜树种袁对地域的土壤条件及气候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遥

2 近自然经营在实践中的特征

把乡土树种作为森林的主要培育对象袁就保证了森林的稳定

近自然经营强调借助自然力量袁科学人为干预袁不断地

性和适应性袁就不会出现由于局地气候急剧变化对森林造成

优化森林的结构和功能袁 永续利用与森林相关的各种自然

灾难性破坏遥近自然经营在把乡土树种作为主要培育对象的

力袁不断优化森林经营过程袁从而使受到人为干扰的森林逐

同时袁也不是绝对的排斥对适宜树种的引种袁而是强调对外

步恢复成近自然状态的一种森林经营模式遥在实践经营中主

来树种一定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试验袁确定其适应性袁并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遥

确认不会对乡土树种造成入侵危害后袁才可以大面积引种[4]遥

2.1 森林更新近自然
以天然更新为主尧人工更新为辅袁充分利用天然更新是

实践经营过程中袁在造林树种选择尧目标树选择尧确定培育
扶优树种时袁都要优先考虑本地区的乡土树种袁也就是自然

近自然经营最明显的特征之一遥天然更新是森林的自然本

分布于本地区的树种遥

能袁是最基本的自然力之一袁森林就是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袁

2.3 森林结构近自然

逐步进行树种的更替袁实现结构优化和森林的进展演替遥森

天然林特别是原始天然林袁其森林结构绝大多数为复

林天然更新的树种都是通过长期激烈竞争尧优胜劣汰实现

层尧多树种混交尧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异龄林袁近自然经营所

的遥一般天然林具有多树种混交尧复层异龄尧乔灌结合尧生物

追求的正是这种复层尧异龄尧混交尧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

多样性丰富的特点袁反映了自然的选择袁这样更新形成的森

结构遥这种结构的森林充分地利用了森林空间袁林地生产潜

基金项目 河北省林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野木兰林区流域经营关键技
术研究冶渊1305448冤遥
作者简介 张二亮渊1982-冤袁男袁河北围场人袁高级工程师袁从事森林培
育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1-28

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袁而且这种森林结构具有很强的生态
稳定性和抗逆性袁通常体现在对极端天气气候的适应性和对
病虫害尧风暴尧雪灾和等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遥林分越是接
近自然袁其生态稳定性也越好袁立地适应性越强袁各树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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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就越和谐袁产量也就越大袁建立生物多样性丰富和生

是大量砍伐优质基本成林树种袁就会造成种源匮乏尧森林环

态稳定的森林结构是近自然育林的一个重要原则遥

境劣化尧萌生树及杂灌旺长袁破坏基本成林树种的更新环境袁

2.4

经营方法近自然

打破森林的演替进程袁使自然进展演替滞后袁出现先锋种循

近自然经营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充分地利用自然

环往复的退化演替遥在近自然经营实践中袁通过加强对先锋

力袁借助自然的力量去实现经营目标遥近自然经营理念指导

树种的疏伐增加林内透光度袁为基本成林树种的更新创造有

下的经营措施是促进森林的野近自然化冶袁通过人为干预加

利条件袁对基本成林树种天然更新能力不强的地块进行人

速森林的发育进程袁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管理局在德国

工补植袁促进基本成林树种更新生长袁人为模仿自然演替过

目标树经营体系的基础上袁提出了野以目标树为架构的全林

程袁促进森林的演替遥

经营冶 遥目标树经营就是所有作业都围绕目标树进行袁为其

2.6 经营目标近自然

[3]

近自然经营所追求的经营目标主要有 3 个袁一是有合理

生长释放绝对空间袁促进其生长发育遥全林经营就是对不影
响目标树的其他林木袁也按照留优去劣的原则进行疏伐袁伐

的树种结构和龄组结构袁体现在森林的混交尧异龄尧复层尧生

除残次林木袁为保留木生长释放空间袁提高其生长量遥在该

物多样性丰富的林分结构遥二是森林要有强大的稳定性和抗

作业方法中袁伐除被压坏的尧残次的尧无培育前途的林木袁这

逆性袁主要表现在本地区的乡土树种尧顶级树种在群落中占

些被伐除的林木也是在随着森林的自然分化和优胜劣汰中

据优势地位遥三是要有较大的蓄积量尧生长量和价值量袁主

将要被淘汰的林木袁提前将其伐除袁为遗传品质优良尧生长

要是体现在以目标树经营的方式培育优质尧大径级尧高价值

势旺盛的保留木释放生长空间袁促进其加速生长袁目标树所

的木材遥近自然经营就是通过科学的人为干预促进森林的

模仿对象就是天然林中的少数优势木袁该经营方法更是野模

演替进程袁培育接近自然又优于自然尧高质量尧功能完备的

仿自然袁加速发展冶的具体体现遥

多功能森林袁实现森林的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最

2.5 演替过程近自然

大化[6]遥

森林演替的基本规律是从裸地开始袁由简单的先锋植物

近自然经营就是自然规律的野人工化冶袁通过适当人为

入侵尧定居袁逐渐改变环境条件袁导致后继植物入侵形成新

干预袁促进森林的自然生长和演替进程袁满足人类社会对森

的群落袁经过不同植物群落的更替尧发展袁最后形成复杂而

林的需求遥

稳定的森林群落的过程遥在没有强烈外力干扰的条件下袁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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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着时间的推移袁同一地段上可依次发生不同的群落袁出现不
同的演替阶段袁即群落发生的先锋阶段尧发展强化阶段尧相
对稳定的亚顶极阶段和成熟稳定的顶极阶段[5]遥一般表现为
裸地被草地覆盖袁随着土壤尧环境的逐渐改变袁再有灌木进
入袁再有适应性强的先锋树种进入袁先锋树种经过多代萌生
生长势逐步减弱袁能在冠下更新生长的基本成林树种逐步替
代先锋树种袁形成比较稳定的植物群落袁最后由最适应本地

例如袁可通过营造混交林尧强化抚育等措施预防森林灾害的
发生遥

加强宣传导向袁强化执法力度袁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为了保证林区经济繁荣和天然林保护工程有效实施袁

弥补人工林种植发展的不足袁一是要加大叶森林法曳叶森林法

为了有效地避免火情袁要建立林区护林联防组织机构袁

实施条例曳等专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袁充分调动当地农民
积极参与天保工程和森林保护的积极性曰二是要加强林业

绝带火进林区袁严格强化火源管理遥如发现火情袁应及时报

部门领导对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袁提高林业从业

告袁党尧政尧军尧民多部门联合行动袁从而及早救治和控制火

人员素质曰三是充实地方林业执法力量袁配备现代先进的执

势蔓延遥

法设备袁加大打击森林犯罪的力度袁从而有效保障森林资源

3.6 因地制宜发展本地特色经济

的良性循环遥

安排专职护林人员 24 h 进行巡视袁及时排查火灾隐患袁杜

林区经济发展应立足实际袁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尧土
壤尧生物尧劳动力等条件袁大力发展当地非林经济袁走产业道
路遥例如发展松茸尧药用植物尧野生蔬菜尧林下花卉等特色植
物袁不仅带动经济发展袁同时增加了林区覆盖率袁林区生物
多样性也得以恢复[5]遥另外袁在条件可行的区域内袁开发野林
区生态要生产文化冶为一体的旅游产业袁以带动林区经济的
发展遥林区旅游业的发展袁同时带动了餐饮业尧运输业尧特色
民族产品营销业等袁为林区农民发家致富尧增收提供了有效
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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