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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香榧适生区域的环境条件袁 并指出目前香榧适生环境条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遥 结合我国现有香榧分布区划研究现

状袁 认为开展小气候等环境因子的长期定量观测和利用 猿杂 渊全球定位系统 郧孕杂袁 地理信息系统 郧陨杂 和遥感 砸杂冤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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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榧 栽燥则则藻赠葬 早则葬灶凿蚤泽 耶酝藻则则蚤造造蚤蚤爷 属裸子植物红豆杉科 栽葬曾葬糟藻葬藻 榧属 栽燥则则藻赠葬 常绿乔木遥 香榧为我国

特有的珍稀干果袁 是榧树 栽援 早则葬灶凿蚤泽 中的优良变异类型经人工选育后嫁接繁殖栽培的优良品种咱员 原 远暂 遥
我国共有 缘 种榧属植物袁 分别为云南榧树 栽援 枣葬则早藻泽蚤蚤 增葬则援 赠怎灶灶葬灶藻灶泽蚤泽袁 长叶榧 栽援 躁葬糟噪蚤蚤袁 巴山榧 栽援
枣葬则早藻泽蚤蚤袁 九龙山榧 栽援 早则葬灶凿蚤泽 增葬则援 躁蚤怎造燥灶早泽澡葬灶藻灶泽蚤泽 和榧树遥 其中袁 榧树主要分布于浙江尧 江西尧 福建尧
贵州尧 江苏尧 安徽和湖南袁 以浙皖两省 多遥 除香榧外袁 榧树中的其他品种类型如芝麻榧尧 花生榧尧
獠牙榧尧 圆榧等袁 统称为木榧袁 都是野生的没有经过嫁接的袁 分布于我国东部的 愿 个省渊区冤袁 但香

榧只分布于会稽山区的丘陵地区咱远 原 员远暂 遥 浙江省诸暨市赵家镇钟家岭村及其附近的 苑 个村庄袁 是当今

香榧栽培 为集中的产地袁 再加上就近的嵊州市谷来镇袁 绍兴县的稽东镇袁 诸暨市和东阳市相接的会

稽山余脉东白山区以及磐安县的玉山至墨林一带袁 形成了目前所见的香榧中心产地咱远暂 遥 香榧在长期



的生长和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其独特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遥 香榧有性繁殖全周期需 圆怨 个月袁 一代

果实从花芽原基形成到果实形态成熟袁 需经历 猿 葬袁 其生命周期中具有奇特的 野二代同堂冶 现象袁 经

济寿命长达 愿园园 余年袁 有 野寿星树冶 之称咱员苑暂 遥 香榧自然分布现状表明袁 它对生境条件具有较高的选

择性遥 事实上袁 香榧核心产区袁 是地形尧 地貌尧 土壤尧 气候等环境因子长期协同作用下自然形成的遥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以来袁 研究人员对香榧适生环境条件以及香榧产量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开展

了相关研究袁 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袁 推动了我国香榧产业的发展和进步遥 该文主要从气候尧 土壤

和地形地貌等 猿 个方面对香榧适生环境因子进行综述遥
员摇 香榧对气候因子的需求

员郾 员摇 温度

香榧喜欢阴凉环境袁 对低温的适应性较强袁 香榧分布区海拔较高的地方如诸暨市钟家岭村袁 常年

冬季气温在 原员园 耀 原员缘 益袁 而该村是浙江香榧产量和品质 好的产区遥 对于暖冬时期突发性寒潮袁
香榧抗寒能力则大大降低袁 容易受到低温危害遥 香榧对高温的忍受能力不强袁 夏季气温超过 猿缘 益袁
香榧便停止生长咱远暂 遥 统计结果表明袁 苑 月中旬至 愿 月中旬期间袁 临界高温渊逸猿缘 益冤天数为 员怨 凿袁 香

榧产区高温天数在 员怨 凿 以上时则 怨园豫年份减产咱员愿暂 遥
员郾 圆摇 降水量

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袁 香榧对水分的需求差异较大遥 雌花芽分化发育期渊员 月上旬至翌年 猿 月冤需
要降水充沛曰 花期渊源 原 缘 月冤连续降水袁 会严重影响授粉袁 导致胚珠大量脱落曰 缘 原 远 月阴雨天气袁 容

易造成大量落果曰 苑 原 愿 月干旱少雨袁 则会严重影响第 猿 年的产量咱员怨袁圆园暂 遥 研究表明袁 苑 月中旬至 愿 月

中旬期间袁 香榧产区雨日在 员源 凿 以下时袁 第 猿 年产量 怨园豫 以上为减产年袁 而雨日在 员源 凿 及以上年

份袁 增产年有 苑园豫以上咱员愿暂 遥
员郾 猿摇 光照

香榧对光照的要求因树龄不同而有差异遥 在幼龄阶段袁 耐荫性特别明显袁 苗期对强光反应十分强

烈袁 需要适当蔽荫条件曰 随着树龄的增大袁 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喜光性袁 特别是进入产果期之后袁 对

光照的需求大大增加咱员怨暂 遥 从不同立地条件下高产榧林和低产榧林内生态气象条件考察结果表明袁 两

者之间的光照强度存在明显差异袁 前者一般在 猿园豫 以上袁 后者一般在 猿园豫 以下袁 说明香榧高产需要

较好的日照条件咱圆园暂 遥 开花授粉期渊源月中旬至 缘 月中旬冤与果实膨大期渊缘月中旬至 远 月上旬冤是香榧产

量形成 重要的时期袁 日照条件是共同的关键性因子遥 源 月上旬到 缘 月中旬为开花授粉期袁 日照临界

值为 员员缘 澡曰 缘 月中旬至 远 月上旬日照临界时数为 员愿圆 澡袁 其中袁 日照 圆园园 澡 以上都是增产年袁 日照 圆园园
澡 以下 苑苑郾 愿豫是减产年袁 特别是日照不足 员缘缘 澡袁 近 愿缘豫年份减产咱员愿暂 遥
员郾 源摇 风

香榧林内良好的通风条件是高产的必要条件遥 适度微风有利于香榧生长袁 可预防细菌性褐腐病

耘则憎蚤灶蚤葬 糟燥糟则燥贼燥增燥则葬 的发生和传播袁 也有利于花粉的传播遥 风速过大袁 对香榧不利袁 容易造成香榧枝条

折断袁 树形矮小袁 坐果率不高等不良后果遥 在生产中袁 应把香榧树种在宽敞的地段上袁 避免种在岙

地尧 低洼地等闭塞地形和山顶尧 谷口等容易出现大风的地段上咱员怨暂 遥
员郾 缘摇 产量形成关键时期的主导气候因子

香榧产量与产量周期中某些时期的气象条件关系密切遥 选择与香榧产量形成关系密切的不同发育

期的平均气温尧 日照时数和降水量等气象因子进行回归分析袁 结果表明袁 当年 缘 原 远 月份的降水量或

雨日为主要影响因子渊负相关冤袁 前 员 年 圆 原 猿 月份的降水量因子次之渊正相关冤袁 前 圆 年 苑 原 愿 月份温

度因子再次之渊负相关冤遥 上述 猿 个时期是香榧产量形成的 猿 个关键气候时期咱圆园暂 遥 据分析袁 香榧主要

生育物候期的气象差异是产生产量年际变化的主要原因遥 在开花前袁 花器的形成与发育时雨水调匀袁
花期和落花落果期少雨足照是香榧的丰产气候咱员苑暂 遥

猿愿猿摇 第 圆缘 卷第 猿 期 王小明等院 香榧适生环境研究进展 摇



圆摇 香榧对土壤环境的需求

圆郾 员摇 土壤类型和质地

土壤通气性是土壤的主要物理性质之一袁 它随着土壤容重尧 孔隙度和团粒结构等的变化而变化遥
香榧的吸收根是肉质根袁 对土壤通气性要求特别高袁 要求土质疏松袁 土壤以残积相为主的砂壤土尧 壤

土 为适宜袁 香榧挂果性状较好咱远暂 遥 孟鸿飞等咱圆员暂 研究表明袁 诸暨市香榧古树全部分布在红壤和黄壤

上袁 就亚类而言袁 以黄红壤亚类和黄壤亚类的数量占优势遥 根据绍兴市香榧资源调查及区划成果分

析袁 心土层中大于 员 皂皂 的石砾含量低于 圆园豫的土壤袁 香榧单枝成熟果均在 园郾 源 个以上袁 石砾含量超

过 圆缘豫的单枝成熟果数均在 园郾 源 以下袁 差异比较明显遥 黏粒渊 约 园郾 园园员 皂皂冤含量低于 猿园豫时袁 香榧单

枝成熟果数有随着黏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袁 随着砂黏比的增大袁 单枝成熟果数有减少的

趋势咱圆园暂 遥
圆郾 圆摇 土壤肥力

香榧对土壤肥力要求较高袁 一般要求土层厚度在 远园 糟皂 以上袁 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 圆园 早窑噪早 原员以
上的土壤咱远暂 遥 研究表明袁 香榧分布区土层较厚袁 有 远猿郾 猿怨豫 以上的香榧分布区土层厚度超过 愿园
糟皂咱圆员暂 遥 香榧分布区土壤分属 缘 个土种袁 以黄泥土与山地黄泥土为 佳袁 两者质地较黏袁 养分较多袁
是丰产的主要原因咱圆园暂 遥 戴文圣等咱圆圆袁圆猿暂研究表明袁 香榧林地土壤中的全氮尧 全磷尧 全钾和碱解氮的质

量分数较为丰富袁 速效钾相对不足曰 铁渊云藻冤尧 硼渊月冤尧 锰渊酝灶冤等营养元素丰富袁 且变异系数较小遥
土壤中矿质元素的含量高低对香榧结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袁 速效钾渊运冤尧 钙渊悦葬冤尧 锰渊酝灶冤尧 锌

渊在灶冤尧 有机质和碱解氮等元素对坐果率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咱圆源暂 遥
圆郾 猿摇 土壤 责匀值

香榧树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袁 从酸性的砂岩到碱性的石灰岩发育的土壤上均有香榧树分布袁 以凝

灰岩和流纹岩发育的土壤上分布 多遥 土壤 责匀 源郾 缘 耀 远郾 愿 袁 以 责匀 缘郾 圆 以上为好袁 但过度酸黏和砂岩性

太强的土壤上生长的香榧树种实产量低袁 品质较差咱圆圆暂 遥
圆郾 源摇 母岩

会稽山区香榧自然分布区内出露岩石地层主要有流纹岩尧 安山岩尧 流纹质凝灰岩尧 砂岩尧 砂砾

岩尧 长石石英岩尧 玄武岩和石灰岩等袁 其中大部分面积是侏罗系上统的火山岩咱圆源暂 遥 香榧树主要分布

于凝灰岩和流纹岩发育的红壤尧 黄红壤和黄壤上袁 局部地区有石灰岩尧 辉长岩和安山岩发育的红黄

壤咱圆圆暂 遥 无论由石灰岩发育的土壤袁 还是由各种砂页岩尧 花岗岩和凝灰岩发育的土壤袁 都可以正常生

长结实遥 作为优质香榧果品基地袁 好还是选择由各种砂页岩和富含钾长石的花岗岩山地发育的土

壤袁 这类成土母质发育的土壤袁 土质疏松袁 肥力较高袁 土壤酸碱度也适中袁 含钾量丰富袁 有利于产

出高品质香榧咱远暂 遥
圆郾 缘摇 土壤水分

香榧根系多为肉质根袁 无根毛袁 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袁 要求土壤湿润但不能过湿袁 忌林地积水遥 香

榧树在夏季高温干旱环境下容易造成灼伤甚至死亡袁 尤其是香榧苗期受高温干旱危害程度 重咱远袁圆缘暂 遥
据测定袁 夏季白天香榧树的蒸腾强度是气温较低时的 远 耀 苑 倍袁 达到 源猿园 耀 源源园 皂早窑早 原员窑澡 原员袁 需要消

耗大量的水分遥 如遇高温干旱天气袁 土壤水分缺乏袁 根系不能吸收够的水分袁 香榧树的蒸腾作用减

弱袁 正常的光合作用等生理过程因而受到阻碍甚至死亡咱员怨暂 遥
猿摇 香榧对地形地貌的适应

猿郾 员摇 海拔高度

诸暨市香榧主要分布在海拔 猿园园 耀 远园园 皂 低山丘陵袁 占总量 怨圆郾 员怨豫 袁 海拔 圆园园 皂 以下和 远园园 皂 以

上山地香榧古树分布较少咱圆员暂 遥 香榧单枝成熟果数在海拔 远园园 皂 以下的红壤和黄红壤地区是随着海拔

升高而增多袁 但进入 远园园 皂 以上的黄壤地区后就急剧减少咱圆远暂 遥 刘权等咱圆苑暂 研究认为袁 诸暨市林科所

员怨缘怨 年从该市东溪乡移栽香榧至今袁 但移栽地区香榧的产量不及原产地的 员 辕 猿袁 且长势不好袁 一个重

源愿猿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园园愿 年 远 月摇



要的原因就是移栽地区海拔过低遥
猿郾 圆摇 坡地方位

坡度是影响植物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咱圆愿暂 遥 坡度对单位面积地面上接受到的太阳辐射量有极大的

影响遥 坡度大小对降水量尧 风速尧 土壤湿度和蒸发量也有明显影响遥 坡度陡缓与土壤侵蚀尧 水土流失

有重要影响咱圆怨暂 遥 孟鸿飞等咱圆员暂调查表明袁 香榧 怨愿郾 圆猿豫分布于山坡上袁 极少量分布于村旁袁 个人宅院

及路旁等遥 从坡度分析来看袁 主要分布在 圆园毅 耀 圆怨毅渊缘员郾 源猿豫 冤袁 其次为 猿园毅 耀 猿怨毅渊猿员郾 怨猿豫 冤袁 再次为

员园毅 耀 员怨毅渊员圆郾 远远豫 冤遥 绝大部分分布在山坡中部渊苑圆郾 员缘豫 冤遥 就坡向而言袁 阳坡占 缘缘郾 员苑豫 袁 阴坡占

源源郾 愿猿豫 遥 傅雨露等咱员愿暂研究表明袁 山坡中部及露风岗比山岙及背向坡单枝成熟果数多且品质好袁 东尧
南坡比西尧 北坡结果性状好遥
源摇 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发展趋势

浙江属于 野七山一水二分田冶袁 广大山区发展特色经济林有广阔前景遥 香榧经济生态价值高袁 是

一种不可多得的高效生态经济树种袁 适宜在浙江山区发展袁 浙江省有关部门也有香榧种植南扩的计

划袁 但南扩的科学依据和布局决策的技术支撑还不够扎实和安全遥 如何选择香榧生长的适宜生境袁 成

为推动香榧资源产业化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咱圆袁猿袁苑袁员远暂 遥 为了更好地推进香榧适宜生态地理条

件的科学研究袁 需要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遥
源郾 员摇 香榧需肥规律及平衡施肥

关于香榧施肥技术方面袁 相关研究人员提出了少量多次尧 多施磷钾肥少施氮肥等施肥策略袁 在生

产中也取得一定的成效咱猿袁远袁圆圆暂 袁 但目前尚未见到有关香榧不同发育时期需肥种类和数量的定量研究报

道遥 在调查中发现袁 在片面追求香榧产量的利益驱动下袁 部分榧农盲目施肥袁 导致香榧林土壤中的

氮尧 磷等超标袁 危害香榧根系生长袁 结果导致香榧产量大幅度下降袁 部分严重的甚至导致香榧全株

烧死咱圆圆暂 遥
源郾 圆摇 香榧苗期生长对光照和水分的需求规律

香榧树幼苗期耐荫喜温凉袁 对空气和土壤的温度和湿度要求较高遥 夏季强光的直接照射和高温干

旱对于香榧幼苗的生长是不利的咱员怨暂 遥 近年来袁 浙江东阳尧 富阳等地新建了一定面积的香榧基地袁 这

些基地的生境条件与香榧自然分布的生境条件有较大的差异袁 主要表现在海拔较低袁 温度较高遥 在现

有的栽培技术条件下袁 香榧幼苗能否成活并安全度过营养生长期袁 是这些新建香榧基地能否成功的重

要条件之一遥 因此袁 开展香榧苗期生长对光照和水分的需求规律研究袁 有助于科学指导香榧基地建设

和管理实践遥
源郾 猿摇 小气候因子对香榧产量的影响

香榧从花芽分化到果实成熟需要 猿 葬 时间袁 在漫长的果实成熟过程中袁 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遥 小

气候可能是影响香榧结实 重要的因素之一遥 在深入了解香榧具体生物学特性尧 对气候环境的要求与

适宜界值尧 关键时期主导因素的值阈的基础上袁 开展香榧适生环境下的小气候因素研究袁 考察其年平

均值尧 年总量或生长季总量袁 并考虑年内分配或所要求时段内的时间分布值及其对香榧生长和结实的

影响咱猿园暂 遥
源郾 源摇 适生环境宏观区划

近年来袁 猿杂 渊全球定位系统 郧孕杂袁 地理信息系统 郧陨杂 和遥感 砸杂冤技术应用于区域生态环境规划研

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遥 在香榧发展宏观规划过程中袁 区域环境因子的系统评价及分级分区研究尤为重

要遥 区域环境因子的研究袁 需要借助遥感影像尧 数字高程模型等宏观地形地貌信息手段袁 以及自动气

象站等仪器设备袁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渊郧陨杂冤软件把各测点的研究结果转化到区域上袁 完成区域环境因

子的分级区划袁 在宏观上对香榧适生区域作定量分析与评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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