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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林龄杉木实生林物理力学性质变异研究
赵林峰，邱向英*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衡阳 421005)
摘 要：以湖南省金洞林场同一立地条件、不同林龄的杉木实生林木材为研究对象，按照国家标准测定其物理力
学性质的气干密度、基本密度、横纹弦向全部抗压、横纹径向全部抗压等 10 个性状指标。方差分析发现，杉木实生
林木材的 10 个性状指标均随林龄的增大而增加，且各指标差异显著。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木材物理与力学性
质间表现为正相关，其中与横纹弦向局部抗压、横纹径向局部抗压、顺纹抗弯模量、顺纹抗拉强度表现出极显著相关
性，相关系数为 0.207 ~ 0.680。变异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各性状的变异系数变化范围为 3.57% ~11.40%，30 年生时,
气干密度、基本密度、横纹弦向全部抗压、横纹径向局部抗压、顺纹抗弯强度、顺纹抗压强度、顺纹抗拉强度的变异
系数小于其他 2 个林龄。全部性状的变异系数均处于 10%左右，说明实生林各性状总体稳定。综上可知，实生林的物
理力学性质具有密切的相关性，随着林龄的增加，表现出受环境因素影响越来越小，受遗传因素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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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riation of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fir seedling forest in different stand ages
ZHAO Linfeng, QIU Xiangying
(Hunan Polytechnic of Environment and Biology, Hengyang 421005)

Abstract: Taken Chinese fir seedlings from different stand stages in the same site condition of Jindong forest
farm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10 characters of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fir were determined, such as air-dry density, basic density, compression resistance of all stripes(flat) and compression
resistance of all stripes(radial)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 the 10 characters of Chinese fir seedling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and age, and the difference in each index was significant.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ood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mpression resistance of all stripes(flat), the compression resistance of local(radial), the modulus of
elasticity to grain, and the tensile strength parallel to grain 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207 - 0.68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character varied from 3.57% - 11.40%. At 30 years of age,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air-dried density, basic density, compression resistance of all stripes(flat), compression resistance of local(radial), bending strength to grain, compressive strength parallel to grain, and tensile strength parallel
to grai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two stand ages. However,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all the characters
were about 10%, which indicated that all the characters of the seedling forests were stable on the whole. In conclusion,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fir seedling forest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which are less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more affected by genetic factors with the increase of stan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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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是一种非均质、各向异性的天然高分子材
料，其材性特点复杂且多变[1]，而木材的物理力学
性质对合理利用木材和工程设计都起到重要作用。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 (Lamb. ) Hook)广泛
分布于中国，具有生长快速、材质优良且无明显病
虫害等特点，是主要商品用材树种之一[2]。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不同林龄实生林木材的物
理力学性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评价。高瑞龙等[3]
研究发现香椿人工林木材物理力学性质在各树龄之
间差异显著，且随着树龄的增大而增大。孙庆丰等
[4]比较了不同树龄思茅松人工林，发现密度和力学
性质随着树龄的增加呈增大趋势，达到成熟林后基
本稳定,变异显著。黄广华等[5]比较了巨尾桉在 4 年
生、6 年生和 8 年生的各种木材材性，认为木材物
理力学性质在树龄为 6 年生时已经基本稳定在较高
水平,并随树龄增加明显提高。姬宁等[6]研究了贵州 45
年生的天然林木材，得出人工林马尾松木材基本密
度、全干缩率、顺纹抗压强度、抗弯强度和抗弯弹性
模量在幼龄材与成熟材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金春德等
[7]研究发现人工林赤松幼龄材和成熟材力学性质差
异达显著性水平，其中抗弯强度、抗弯弹性模量等
指标成熟材要高于幼龄材，而径向横纹抗压强度等
项指标高幼龄材要好于成熟材。刘迎涛等[8]研究发
现人工林红松的所有力学性质的差异达显著和极显
著水平,表现为成熟材性质高于幼龄材。孙恒等[9]分
析 10 年生、15 年生、20 年生和 25 年生刺槐木材，
结果表明木材的气干密度、全干密度、基本密度、
顺纹抗压强度、横纹全部抗压强度(径向/弦向)、抗
弯强度和抗弯弹性模量均随树龄的增大而增加。孙
恒等[9]分析不同树龄西南桦木材物理和主要力学性
质，结果表明 7 年生与 11 年生、15 年生、19 年生
均差异显著，而 11 年生、15 年生、19 年生三者之
间有的指标差异显著，有的指标则差异不显著，在
利用西南桦木材时应对树龄加以特别考虑。王军锋
等[10]研究发现，15 年生香樟人工林与 26 年生香樟
人工林的木材物理力学性能差异不显著，得出 15
年生香樟人工林木材材性已相对稳定。目前，针对
不同林龄杉木实生林木材物理力学性质且专注于特
定林龄的杉木实生试验林评价的研究不多。施季森
等[11]就 15 年生杉木实生林的生长性状与材性的相
关性进行了研究；边黎明等[12]测定了 16 年生杉木
实生林的弹性模量；龚迎春等[13]测定 24 年生杉木
实生林木材的抗弯强度；韦如萍等[14]认为杉木实生
林的木材密度随年龄增长而增大，56 年生后则反
之。

为系统研究人工林杉木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质，
选取不同树龄的杉木实生林，测定和分析了主要物
理力学性质。通过对比不同林龄木材密度与力学性
质的相关性，初步探索木材物理力学性质产生差异
的机理，以期为实生林木材高效、精细化利用提供
有效途径，为人工林科学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材采自湖南省永州市金洞林场（110o53′43"～
112o13′37" E、26o2′10"～26o21′37" N）
，海拔 85～120
m，属中亚热带东南季风湿润性气候，年均气温
18 ℃，年均降雨 1 000～1 800 mm，土壤属森林黄
红， pH 4.5，通气性好，土壤厚度 30～60 ㎝，土壤
肥力一般。
1.2 试验材料
试材采集按 GB/T1927—2009《木材物理力学试
材采集方法》选取生长良好、无病虫害、树干通直
且代表性强的杉木实生林作为试验样木。17 年生、
22 年生和 30 年生 3 类林分选取样树 3 株(表 1)，砍
伐后运回实验室，按 GB/T 1929—2009《木材物理
力学试材锯解及试样截取方法》
，立即对其进行锯解,
制作待测试件。

Table 1

表 1 样木采集基本情况
Basic parameters of the collected samples

树龄/a

样木/个

胸径/cm

树高/m

蓄积/m3

17

3

16.50

9.75

0.117 3

22

3

16.90

10.10

0.128 2

30

3

18.10

11.98

0.165 7

1.3 测试方法
测试的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包括木材气干密
度、基本密度、横纹弦向全部抗压、横纹径向全部
抗压、横纹弦向局部抗压、横纹径向局部抗压、顺
纹抗弯强度、顺纹抗弯模量、顺纹抗压强度和顺纹
抗拉强度，性状测试分别按照 GB/T1933—2009《木
材密度测定方法》[15]、GB/T1938—2009《木材顺纹
抗压强度试验方法》[16]、GB/T1935—2009《木材顺
纹抗压强度试验方法》[17]、GB/T1936.1—2009《木
材抗弯强度试验方法》[18]、GB/T1936.2—2009《木
材抗弯弹性模量测定方法》 [19] 、GB/T1939—2009
《木材横纹抗压试验方法》[20]等木材物理力学性质
试验方法的有关规定，将试样加工成供测试物理力
学性能用的无暇小试样进行测试。各项力学强度指
标在全数字电子万能力学试验机(型号: UTM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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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coefficient)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三思纵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摆锤式冲击试验机
(型号:JB-M100,时代集团济南时代试金仪器有限公
司)上测定，测定有效样本数为 24 个。
1.4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2016、SPSS25.0、Origin2017 等软件
进行试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one-way ANOVA)和 Duncan 法进行方差分析和多
重比较(a = 0.05)[21]；用皮尔逊相关系数[12](pearson
Table 2

学

2

结果与分析

2.1 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方差分析
由表 2 可知，杉木实生林物理力学性质的方差
分析结果除顺纹抗弯强度外，其他性状均达显著和
极显著差异，表明参试杉木实生林在不同林龄阶段
物理力学性质均具有明显的分化。

表 2 杉木实生林物理力学性质的方差分析
Variance analysis of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fir forests

性状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显著性

气干密度 /（g·cm-3）

0.011

2

0.005

26.435

0.000

基本密度/（g·cm-3）

0.007

2

0.003

30.840

0.000

横纹弦向全部抗压 /Mpa

2.920

2

1.460

6.243

0.005

横纹径向全部抗压 /Mpa

3.384

2

1.682

7.550

0.002

横纹弦向局部抗压 /Mpa

16.549

2

8.274

12.714

0.000

横纹径向局部抗压 /Mpa

23.558

2

11.779

23.559

0.000

顺纹抗弯强度 /Mpa

51.437

2

25.719

2.167

0.131

顺纹抗弯模量 /Gpa

10.794

2

5.397

38.916

0.000

顺纹抗压强度 /Mpa

261.700

2

130.850

11.972

0.000

顺纹抗拉强度 /Mpa

4 523.558

2

2 261.779

78.247

0.000

Table 3

表 3 不同林龄木材气干密度和基本密度差异及多重比较
Difference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of air dry density and basic density of wood in different stand ages

性状
气干密度

/（g·cm-3）

基本密度/（g·cm-3）

林龄/a

变幅

平均值

变异系数/%

17

0.326～0.366

22

0.347～0.402

0.377 ±

30

0.376～0.422

0.392 ± 0.014a

3.57

17

0.268～0.296

0.284 ±

0.012c

4.23

22

0.287～0.326

0.307 ± 0.014b

4.56

0.296～0.342

0.012a

3.79

30

0.350 ±

0.016c

4.29

0.019b

5.03

0.317 ±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2.2

木材密度的差异
密度分为基本密度和气干密度。基本密度是衡
量木材密度程度的重要指标，气干密度是影响木材
最终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22]。由表 3 可知，不同林
龄的气干密度和基本密度的方差分析结果呈现显著
差异；不同林龄的气干密度均值依次为 0.350、0.377
和 0.392 g·cm-3 之间，22 年生和 30 年生分别增长了
7.7%和 3.9%，而基本密度均值在 0.284、0.307 和
0.317 g·cm-3，22 年生和 30 年生分别增长了 8.1%和
3.3%，说明 17 ~ 22 年树龄时，基本密度的增量比
较大，22 ~ 30 年树龄时，气干密度的增量比较大。
不同林龄的气干密度变异系数依次为 4.29%、5.03%
和 3.57%；基本密度变异系数依次为 4.23%、4.56%
和 3.79%。变异系数的峰值出现在 22 年生时，随后

开始下降。变异系数都小于 10%，表明气干密度和
基本密度虽受一定程度环境的影响，但更明显受遗
传控制。
2.3 木材的力学性质的差异
木材力学性质是指木材抵抗外部机械力作用的
能力，它是木材合理开发利用的重要依据[23]。由表 4
可知，随着树龄的增加，除了横纹弦向局部抗压、
顺纹抗弯强度外木材各项力学性质均呈显著差异且
表现为增大趋势，在横纹弦向全部抗压和横纹径向
全部抗压上，强度增长最多的为 22 ~ 30 年树龄段，
30 年生比 22 年生分别增加 11.4%和 11.8%；在横纹
弦向局部抗压上，强度增长最多的为 17 ~ 22 年树龄
段，22 年生比 17 年生增加 15.3%；在横纹径向局部
抗压上，强度增长最多的为 22 ~ 30 年树龄段，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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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 22 年生增加 14.8%；在顺纹抗弯强度上，强度
增长最多的为 17 ~ 22 年树龄段，22 年生比 17 年生
增加 2.7%；在顺纹抗弯模量上，强度增长最多的为
22 ~ 30 年树龄段，30 年生比 22 年生增加 11.1%；在

Table 4

林龄/a
17
22
30
17
22
30
17
22
30
17
22
30
17
22
30
17
22
30
17
22
30
17
22
30

横纹径向全部抗压/Mpa

横纹弦向局部抗压/Mpa

横纹径向局部抗压/Mpa

顺纹抗弯强度/Mpa

顺纹抗弯模量/Gpa

顺纹抗压强度/Mpa

顺纹抗拉强度/Mpa

Table 5
性状指标

顺纹抗压强度和顺纹抗拉强度上，强度增长最多的
为 22 ~ 30 年树龄段，
30 年生比 22 年生分别增加 8.7%
和 19.8%。

表 4 不同林龄木材力学性质的差异及多重比较
Difference and multiple comparison of mechanical property of wood in different stand ages

性状
横纹弦向全部抗压/Mpa

变幅
4.580 ~ 5.920
4.300 ~ 6.240
5.140 ~ 6.560
4.220 ~ 5.400
4.020 ~ 5.780
4.670 ~ 6.420
6.620 ~ 9.500
8.300 ~ 10.920
8.340 ~ 11.940
5.880 ~ 8.780
7.160 ~ 9.100
8.120 ~ 10.140
54.380 ~ 65.750
54.380 ~ 67.360
57.980 ~ 69.530
5.804 ~ 6.640
5.890 ~ 7.221
6.846 ~ 7.988
34.810 ~ 45.460
36.810 ~ 49.000
41.520 ~ 50.730
66.400 ~ 78.600
70.200 ~ 87.200
89.360 ~ 108.900

平均值
5.265 ± 0.401b
5.271 ± 0.601b
5.873 ± 0.424a
4.780 ± 0.397b
4.908 ± 0.469b
5.485 ± 0.543a
8.335 ± 0.779b
9.608 ± 0.734a
9.895 ± 0.897a
7.183 ± 0.760c
7.970 ± 0.659b
9.151 ± 0.697a
61.010 ± 3.391a
62.667 ± 3.671a
63.930 ± 3.260a
6.173 ± 0.292c
6.761± 0.431b
7.511± 0.381a
39.625 ± 3.028c
42.501 ± 4.056b
46.211 ± 2.677a
71.041 ± 3.567c
77.612 ± 4.917b
97.415 ± 7.058a

变异系数
7.62
11.40
7.22
8.31
9.56
9.89
9.35
7.63
9.07
10.58
8.27
7.62
5.55
5.86
5.09
4.73
6.37
5.07
7.64
9.54
5.79
5.02
6.34
7.25

表 5 杉木实生林木材密度与力学性质相关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wood dens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fir forests
1

2

气干密度

1

基本密度

0.988**

3

4

5

6

7

8

9

0.284

0.325

横纹径向全部抗压

0.221

0.258

0.637**

横纹弦向局部抗压

0.450**

0.438**

0.121

0.332*

1

横纹径向局部抗压

0.611**

0.601**

0.214

0.329

0.618**

1

0.261

-0.104

1
1

顺纹抗弯强度

0.207

0.157

0.194

0.447**

顺纹抗弯模量

0.680**

0.659**

0.345*

0.286

0.494**

0.577**

0.401*

1

顺纹抗压强度

0.298

0.338*

0.396*

0.495**

0.435**

0.482**

0.230

0.574**

1

顺纹抗拉强度

0.562**

0.560**

0.464**

0.609**

0.563**

0.727**

0.398*

0.769**

0.633**

注：**表示差异极显著（P

10

1

横纹弦向全部抗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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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0.01）。

不同林龄木材密度与力学性质相关性的稳定
性分析
变异系数是度量品种稳定性的重要参数。分别
以 3 个林龄的杉木实生林木材气干密度、基本密度、

横纹弦向全部抗压强度、横纹径向全部抗压、横纹
弦向局部抗压、横纹径向局部抗压、顺纹抗弯强度、
顺纹抗弯模量、顺纹抗压强度和顺纹抗拉强度的平
均值为纵坐标，以相应性状的表型变异系数为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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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绘制散点分布图(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分布
于第Ⅰ象限的具有性状平均值高、变异系数大的特
点；分布于第Ⅱ象限的无性系具有性状平均值高、
变异系数小的特点；分布于第Ⅲ象限的无性系具有
性状平均值低、变异系数小的特点；分布于第Ⅳ象
限的无性系具有性状均值低且变异系数大的特点。
就木材密度而言，17 年生均值小，变异系数也小，
22 年生均值增大，变异系数也增大，30 年生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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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更大，而变异系数逐渐变小（图 1B、C）
；就木
材力学性质而言，横纹弦向全部抗压、横纹径向局
部抗压、顺纹抗弯强度、顺纹抗压强度也呈现出与
木材密度的变化规律（图 1D、G、H 和 J）
；横纹径
向全部抗压、顺纹抗拉强度的均值和变异系数都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图 1E 和 K）
；横纹弦局部抗
压、顺纹抗强度强度的变异系数都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先减小再增大（图 1F 和 I）
。

A. 杉木实生林稳定性模式图；B. 气干密度散点分布图；C. 基本密度散点分布图；D. 横纹弦向全部抗压散点分布图；
E.横纹径向全部抗压散点分布图；F. 横纹弦向局部抗压散点分布图；G. 横纹弦向局部抗压散点分布图；H. 顺纹抗弯强度散
点分布图；I. 顺纹抗弯模量散点分布图；J. 顺纹抗压强度散点分布图；K. 顺纹抗拉强度散点分布图；图 A 中Ⅰ、Ⅱ、Ⅲ、
Ⅳ表示由 x 轴均值和 y 轴均值分割而成的 4 个象限；图 B、C、D、E 和 F 中十字线表示 x 轴均值和 y 轴均值。
图 1 不同林龄木材密度以及力学性质散点分布图
Figure 1 Scatter diagram of wood densit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stand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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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木材密度与力学性质的相关性
木材密度是判断木材物理力学性质和工艺性质
的重要指标，密度与木材的众多性能都有着密切关
系，又是影响木材力学性质的重要参数[24]，所以对
密度和主要力学性质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由表 5 可
知，气干密度和基本密度之间相关性很强，达到
0.988，表现为显著相关性水平。气干密度和基本密
度与力学性质中的横纹弦向局部抗压、横纹径向局
部抗压、顺纹抗弯模量、顺纹抗拉强度呈极显著的
正相关。在 8 个木材力学指标中，横纹弦向全部抗
压与横纹径向全部抗压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横纹
弦向局部抗压和横纹径向局部抗压也表现出显著的
正相关；而顺纹抗压强度和顺纹抗拉强度与横纹弦
向全部抗压、横纹径向全部抗压、横纹弦向局部抗
压、横纹径向局部抗压、顺纹抗弯强度、顺纹抗弯
模量都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3

讨论与结论

木材密度是木材的一项重要指标，反映了木材
的致密程度，与其自身生长特性以及外界生长环境
存在密切相关性[25]，是衡量木材物理力学性质的最
佳指标，其大小及变异程度是木材定向培育和性状
改良的主要依据与理论基础[26]。本研究发现不同林
龄木材气干密度、基本密度差异显著，随着树龄的
增长而增大，变幅分别为 0.350 ~ 0.392、0.284 ~
0.317，分别增长了 12.0%和 11.6%，与梁宏温[27]、
韦如萍 [14] 等研究结果一致。
木材抗弯强度、抗弯弹性模量、顺纹抗剪强度、
顺纹抗压强度等力学性质可度量木材抵抗外力的能
力，是结构用材的主要指标，也是木材合理利用的
重要依据[23]。本研究中，不同林龄木材 8 个力学性
质横纹弦向全部抗压、横纹径向全部抗压、横纹弦
向局部抗压、横纹径向局部抗压、顺纹抗弯强度、顺
纹抗弯模量、顺纹抗压强度和顺纹抗拉强度差异显
著，变幅分别为 5.265~5.873、4.780 ~ 5.485、 8.335 ~
9.895、7.183 ~ 9.151、61.010 ~ 63.930、6.173 ~ 7.511、
39.625 ~ 46.211 和 71.041 ~ 97.415，
分别增加 11.5%、
14.7%、18.7%、27.4%、4.8%、21.7%、16.6%和 37.1%，
说明树龄对实生林的力学性质影响显著。这与梁宏
温[27]、高建亮[28]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对顺纹
抗拉强度及横纹径向局部抗压影响最大。
相关系数反映的是群体水平参数，而不是特指
某一个个体，即使两个性状之间总体上为负相关，
但涉及到某个具体的基因型，也可能存在两个性状
的遗传值均为正相关的特例[29]。根据现有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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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杉木在气干密度和基本密度达到极显著正相关，
同时，气干密度、基本密度与 8 个木材力学性质的
相关性为正向，且与横纹弦向局部抗压、横纹径向
局部抗压、顺纹抗弯模量、顺纹抗拉强度表现极显
著差异，说明杉木的物理力学性质具有紧密的相关
性。开展遗传改良时，可以以木材物理和力学性质
的相关性为综合指标，同步开展两个有利性状的遗
传改良。
变异系数是衡量相关生长性状遗传变异潜力的
有效指标，变异系数的大小反映群体的变异程度[30]。
本研究中，木材的气干密度、基本密度表现一致，
而木材的力学性质各不相同，出现随着树龄的增长
而逐渐变小、随树龄的增长而逐渐上升以及随着树
龄的增长而先升后降 3 种趋势。30a 生时，各变异
系数的排序：气干密度(3.57)＜基本密度(3.79)＜顺
纹抗弯模量(5.07)＜顺纹抗弯强度(5.09)＜横纹弦向
全部抗压(7.22)＜顺纹抗拉强度(7.25)＜横纹径向局
部抗压(7.62)＜横纹径向全部抗压(9.89)＜横纹弦向
局部抗压(9.07)，所有性状的变异系数小于 10%，说
明随着树龄的增加，受遗传因素控制越来越大，受
环境因素影响越来越小。
本研究中，不同林龄的杉木实生林的物理差异
显著，力学性质除了顺纹抗弯强度，其他性状间也
差异显著；随着林龄的增长，10 个性状逐渐增大；
从变异系数来看，物理力学性质在不同的林龄的变
异程度各不相同，30 年生时，10 个性状的变异系数
都不大于 10%；相关关系分析得出物理力学各性状
两两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性，可作为材种需求分指
标进行定向材性评价。木材性质关系到木材的加工
和利用，目前，杉木作为成为南方地区主要的用材
林，在以后的定向培育中，可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
不同林龄的杉木进行砍伐，也可在以后的杉木定向
培育中，根据不同木材用途调整营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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