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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了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危机，生物多样性破坏给森林和林业带来的一
系列灾难，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林业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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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世界生物多样性受到日益严重的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生
物多样性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森林是全球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十分丰富，在维持陆地生态平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2年 “环境与发展大会” 发表
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了森林和林业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重
要作用。 欧安会（ CSCE） 于1993年9月在加拿大召开 “北方及温带森林持续发展学术讨论
会”，将林业和森林持续发展与社会进步、 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在世界各国的首
脑会上没有比林业和森林更重要的问题了［1，2］。

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多种多样的活有机体和生境的丰富性和变异

性，包括遗传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的保证；物种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遗传多样性则是改良生物品质的源泉。 由于
森林在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特殊地位，从而提出了森林持续发展的概念。 M aini J 
S 认为： “森林持续发展是在没有不可接受的损害的情况下，长期保持森林的生产力和再生能
力，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和生态多样性。”［2］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对森林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森林持续发展关系进行讨论。

1 森林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严峻威胁
由于人口急剧增长，森林资源过度利用，环境污染加剧，森林生物多样性下降达到空前



的水平。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1990） 宣布： “世界森林消失的速度比10a前高1倍，年毁林面
积从1980年9.6万 km2，上升到1989年的17.1万 km2。 热带森林蕴藏着全球生物种的
70.0％，而热带森林每年消失速度为1.2％，年损失面积1100km2。 所以许多专家认为： 在
20～30a内，全球生物多样性总量的1／4将濒临灭绝。 每天约有100个物种消失［3］。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仅有13.92％，全国丘陵山地有2／3以上面积裸露，天然森林几乎荡然
无存，其他森林也呈岛状分布于大面积的退化环境中，热带和亚热带森林迅速消失，受到严
重威胁的植物种占整个区系的15％～20％，高于10％的世界平均水平，濒危植物种数达到
4000～5000种。生物群落方面的研究表明，一种植物与10～30种其他生物 （动物、真菌） 共
存，一种植物的灭绝将会引起10～30种其他生物消失。照此推算将有4万～15万种其他生物
受到威胁。 估计近期内已有200种植物灭绝，很可能有2000～6000种其他生物消失［3］。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中国分布最广，物种十分丰富，植物种占全国种子植物属的2／3以
上，种子植物种的1／2，是中国珍贵的森林类型，拥有51类生态系统。 但目前被针叶林替代
的倾向十分明显。马尾松林达1424.37万 hm2，占全国森林面积的14.4％；杉木林607.12万
hm2占6.1％；云南松林577.87万 hm2占5.8％［3］。森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显著降低，使许多
物种失去生存环境而灭绝，物种多样性日趋下降。由于人工造林常选择遗传基础狭窄类型，导
致遗传多样性消失进一步加快，使整个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迅速降低。

浙江省地处亚热带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生物多样性丰富。据统计全省有维管束植物3800
多种，属和种的数目在全国各省区中排第10位。 但因人口众多，人均占地面积小，原生植被
破坏殆尽，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浙江珍稀濒危植物》 记载162种植物，隶属于67科
126属，分别占浙江省维管束植物科、 属、 种的29％，9.5％和4.2％。 这些濒危植物多数种
类已知有较高的经济用途和重要的学术价值［4］，如不加强保护，这些植物种灭绝将导致相关的
1600～5000种其他生物种的灭绝。生态系统多样性降低同样面临十分严峻形势。在乔木林中
松类林占56.5％ （其中马尾松约占90.0％） ；杉类林占30.0％，绝大部分为杉木林；阔叶林
仅占13.5％，且退化严重，呈小块岛状分布，林相残破。

2 森林生物多样性破坏给森林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原生森林物种丰富，层次多样，生物链网复杂，生物关系协调，维持着生态系统平衡。森

林生物多样性是森林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它的破坏给森林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
灾难。
2.1 森林病虫日益加剧

天然林虽然也有病虫存在，但不成灾害，相反对维持优势树种的健康水平起到有益作用。
大面积单一树种和无性系造林的日益普及，原有生物多样性破坏，生物关系失调，森林生态
系统的自我防御和维持能力丧失，导致病虫害日益加剧。 据统计，我国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
50年代为1000万 hm2，60年代1400万 hm2，70年代3000万 hm2，80年代初达6670万
hm2［5］。 1992年因病虫害枯死的森林面积达33万 hm2，木材总生长量减少1500万m3，直接
经济损失20亿元以上。当前“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地区发生的杨树天牛等蛀干害虫面积476
万 hm2，相当于 “三北” 新造防护林的30％。 全国松毛虫发生面积年均330多万 hm2，造成
立木生长量损失1000万m3，损失松脂约5亿 kg［5］。 在南方集体林区，每年虫害面积与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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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相当。 马尾松毛虫严重危害地区就是森林生物多样性破坏最严重的丘陵地区。 过去杉木
的病虫害较少，危害也轻，现在杉木病虫日益增多。 浙江省1970年以来，全省受松毛虫危害
面积年均13～20万 hm2，年损失林木蓄积50万 m3左右。 1994年山东省支出森防经费2606
万元，但病虫害发生面积仍在33万 hm2以上。 河南省1995年上半年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高
达91万 hm2［5］。 这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森林生物关系失调，导致森林本身对某些有威胁的
病虫害失去制约机制的结果，是一种生态灾害，仅靠人工防治，投入大，成本高，难以奏效。
2.2 林地地力衰退

森林生物多样性破坏对地力衰退有重要影响。 美国的研究表明，皆伐或树种改变可使土
壤的很多性质改变，如土壤微生物数量与活性，营养物质含量等。 植物根系呼吸放出的大量
能量支持着复杂的土壤生物群落，而土壤生物群落又直接或间接地对树木生长有利，如果失
掉了树木或支持这个地下生物群落的其他植物，则立地最后会变得失去支持树木生长的能力。
养分循环研究也证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有利于养分循环正常进行，防止地力衰退。 杉木林
与阔叶林相比，由于两者树种组成差异，凋落物的量和质的不同，养分消耗与归还的差异十
分明显。22年生杉木林氮的归还比为0.71，磷为0.32，钾为0.28；阔叶林氮的归还比为0.75，
磷钾分别为0.38和0.32，均高于杉木林［6］。广西的研究表明杉木年凋落物量比阔叶树少33％
～52％，且凋落物中氮磷钾钙镁含量均比阔叶树低，凋落物分解速度杉木比阔叶树慢2.5倍。
杉木连栽的三耕土、 二耕土与头耕土相比有机质下降21％和9％，全氮与全磷下降23％和
14.6％，速效氮分别下降5.8％和1.0％，速效磷下降8.3％和16.6％，速效钾分别下降7.0％
和5.5％［6］。2代杉木林地土壤化学性状指标比1代下降10％～20％，3代比1代下降40％～
50％，多种土壤酶活性也显著降低［7］。这是由于杉木连栽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严重破坏，生物关
系进一步失调的结果。
2.3 森林生产力降低

森林生物多样性破坏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生物生产力降低。 据报道，成年杉木林地上部
分生物量2代比1代下降17％，3代比1代下降45％；蓄积量2代比1代下降28％，3代比
1代下降69％［7］。广西融水的报道指出，2代、3代杉木林蓄积量比1代下降30％和47％。浙
江林科所报道，20年生第1代杉木林蓄积为345.29m3·hm－2，第2代仅270.11m3·hm－2，
下降22％［6］。 另据报道，2代长白落叶松人工林生长下降明显，好、 中、 差3种立地的林分平
均高依次下降12.7％，23.3％和29.0％。 立地条件越差，生物多样性破坏后，生产力下降越
明显［7］。 德国云杉林第1代蓄积量为700～800m3·hm－2，第2代降为400～500m3·hm－2，
第3代则降到300m3·hm－2以下。据报道我国目前各龄级人工林的生产力仅为天然林的40％
～60％［8］。可见森林生物多样性破坏，对森林生产力影响是显著的。所以，过去南方杉木林区
群众习惯于林地连载2～3次后撂荒，任其自然演替为阔叶林，恢复生物多样性和地力，再种
杉木。
2.4 水土流失加剧

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破坏，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据估计全世界每年有250亿 t 左右的表土
流失，其中我国占20％，约50亿 t。 每年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氮磷钾总量为4000万 t，相当
于全国化肥施用量。仅长江流域每年就损失氮磷钾2500万 t ［1］。浙江省水土流失面积2.57万
km2，占全省陆地面积的25％，占丘陵山地面积36％，年流失土壤6000万 t。 许多县造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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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突出，人工林发展很快，但水土流失面积却在扩大，其重要原因是传统造林方式导至生物
多样性严重破坏，林地裸露。

3 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合理利用在森林、 林业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林业的工作对象是森林，与自然有着比其他行业更密切和更直接的关系。 林业生产的最

大特点是自然再生产、 经济再生产和人类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而其中自然再生产具有特
殊意义，它与森林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森林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也
为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选择利用机会，所以在森林和林业持续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3.1 生物多样性与林地土壤肥力

天然林和人工林相比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维持土壤肥力能力，关键在于它有多种多样的动
植物种类，丰富的微生物群体。 物种的多样性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形成良好的土壤性质，
提高林地土地肥力。

南方混交林科研协作组经过多年实践证明，混交林能提高土壤肥力。 如杉木和松树混交
后17a，土壤酶活性提高，微生物数量增加，林下凋落物比杉木纯林高1.4～2.1倍，土壤有
机质增加1.9～3.0倍，氮的含量增加27.9％～73.9％。 杉木火力楠混交林的研究证明，7年
生混交林林下凋落物比纯林增加2～3倍，营养元素年归还量大2～4倍［6］。杉木连栽多代，林
地退化，进行混交造林（12a） ，生物多样性增加，土壤中营养元素含量显著提高，生化活性增
强［7］。

适当降低杉木林的郁闭度，当郁闭度小于0.7时，林下植被能大量发展，并且林龄越大，
林下植物越丰富，多样性明显增加，能大大加快杉木凋落物的分解，也有利控制水土流失，增
加自然降水输入的养分［6］。

林地植物多样性增加，能增加森林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和活性，而森林土壤微生物活性
与土壤肥力直接相关。 通常把芽孢杆菌、 萤光杆菌等出现的数量多少作为森林土壤肥力高低
的重要标志。 如磷细菌可以转化土壤中的无效磷为有效磷，钾细菌可以转化土壤中无效钾为
有效钾，固氮细菌能增加土壤氮的含量。 据统计细菌中已有100多种被用制作细菌肥料。 通
过间伐降低杉木林密度，可促进林下植物发育，提高生物多样性，促进土壤改良。 林下植物
越多，土壤中细菌、 放线菌、 真菌数量也越多，特别是氮转化的芽孢杆菌等显著增加，土壤
中水解酶、 氧化还原酶类活性都明显提高，腐殖质组成改善，水稳性团聚体增加，营养元素
含量提高，土壤肥力增强［9］。
3.2 生物多样性与病虫害防治

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林木病虫害发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物是
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的，其中某一些生物种消失必然会打破这种协调关系，导致结构和功能
的失调。 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正是生物多样性破坏、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失调的一种外
在表现。 日本北海道库页冷杉的小卷蛾种群动态研究表明，在天然林中虽然危害冷杉的小卷
蛾不下20多种，但密度都很小，不易成灾，而在人工林中，则优势种明显，易成灾。 5a观
察证明天然林中每50cm 梢头仅有小卷蛾1.5～3.0头，而同期人工林则为10～40头，增加
7～10倍。 据白俄罗斯调查，人工松林的根腐病是天然林的3～5倍［10］。 许多研究表明，林下
植被盖度是影响松林昆虫种群发展的最关键的因子。 加强松林保护，封山育林，增加松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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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多样性，对提高松林有益昆虫种群数量，从而增强对松毛虫灾害的控制能力是有益的。
如福建省建阳县范桥林场，马尾松天然林，结构复杂，物种多样，食虫鸟类多，从未见虫害
发生，而人工马尾松林，林相单一，物种单调，没有相互制约的食物链关系，常发生虫灾，林
木成片死亡。 湖北省海拔500m 以上山区，生物多样性丰富，虫害很少，而300m 以下人工
马尾松松毛虫年年成灾［5］。许多混交林研究表明，混交林病虫害明显少于纯林。因此在病虫害
防治中必须充分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改善和提高森林的生物多样性，走生态防治
道路，是控制森林病虫，促进森林和林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
3.3 生物多样性与木质和非木质林产品生产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合理利用是实现林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
立，各种生产受市场变化影响加大。 作为对自然有最大依赖性的林业行业，丰富的物种多样
性和遗传多样性，将为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选择机会。 随着社会进步，木材消费方式也将发
生变化，传统用材方式改变，消费量减少，而纸桨材、 人造板材、 装饰板材和珍贵细木工家
具材需求量将会增加。 所以，樟类、 栎类、 白蜡类、 楝科、 胡桃科等阔叶树种的造林将相应
提高，与此相应的基因型选择和杂交育种的作用会更突出，丰富的物种资源更为重要，它将
为造林绿化和林业生产提供大量选择机会，满足木材生产和木质能源的生产需要。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在非木质林产品生产方面亦有重要作用。 我国传统中药材，有许
多都来源于森林。 南方的天麻、 贝母、 三七、 灵芝等，北方的人参及许多动物类药材都产于
森林。 目前虽有人工培育，但其功效显著降低，经济价值也低。 此外还有大量的待进一步开
发的抗癌、 抗爱滋病、 防心脏病、 治高血压等多种现代疾病药物。 森林中还有大量的淀粉类、
蛋白质类、 油质类和纤维类植物，以及动物和昆虫都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 但由于生物多样
性破坏导致这些物种消失，使林业生产成为单一的木材生产，结构单一，难以维持，限制了
林业的发展。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合理利用在林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被人们逐渐认识，如
天然次生林下的杨桐，过去只能作为薪材，现在成了出口创汇植物，大大提高了次生林价值。
食用竹、 香姑等的开发利用成为许多县农村支柱产业，使农村提前实现了小康。

此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 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 调节气候和改善环境
都有重要作用。 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是构成景观多样性的基础，生物多样性保护将
有助于森林旅游和生态旅游业发展，以及林业产业多样性调整，多样化格局的形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森林和林业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森林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实现森林和林业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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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usses the crisis to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the w orld，and the significanc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prote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T he destroyed biological
diversity leads to serial calamities in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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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林学院学报》 入编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

  由浙江林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 《浙江林学院学报》 正式入编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
从今年起，我院学报全文将进入全国电子检索系统。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是我国第一部也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集成化学术期
刊全文电子检索系统，于去年12月正式创刊。 该系统基本上与所含各刊同期发表，并配备了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全文检索管理软件。 它不但是国内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 查阅文献
资料的一个全文快速导读检索服务系统，也是期刊、 文献评价的一个统计系统，主要面向全
国大专院校、 科研学术单位及各级图书信息部门订置使用。 它的出版发行，将对我国学术期
刊文献资料的规范化、 开发利用以及与国际接轨，对学术期刊出版、 评价的客观化和规范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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