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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松果材兼用林苗木培育技术
王希大
渊辽宁省清原县夏家堡林场袁辽宁清原 113300冤

摘要 本文简要总结了红松果材兼用林苗木培育技术袁具体内容包括苗圃建立尧作业设计尧土壤管理尧施肥尧作业方式尧播种育苗尧移植
育苗尧容器育苗尧嫁接育苗尧苗期管理尧灾害防治尧苗木调查和出圃袁以期能为相关林农提供一定的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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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松渊Pinus koraiensis Sieb.et Zucc.冤果材兼用林现已成

为辽东北地区广大林农实现精准脱贫和政府部门推进精准

扶贫的关键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袁其中袁以苗木培育技术
最为关键[1-2]遥本文总结了红松果材兼用林苗木培育技术袁以

部门备案遥
3

土壤管理

3.1

3.1.1

整地
育苗前整地遥育苗前要细致整地袁包括翻耕尧平整尧镇

期为林农脱贫和政府扶贫提供一定参考遥

压尧细碎土块等袁清除草根尧石块袁切实做到深耕细整遥

1 苗圃建立

3.1.2

1.1

1.1.1

苗圃地选择
平地苗圃立地选择遥苗圃地要选在交通方便尧有水源

起苗后整地遥起苗后要及时翻耕土地袁春季翻耕深

度跃20 cm袁秋季翻耕深度跃25 cm袁要求耕耙结合或随耕随耙袁
及时细碎整平遥需注意的是袁春季起苗作业完成后袁要禁止

和电源尧劳动力充足的地方袁具体面积大小可根据生产需要

大型机械进入育苗地辗压袁以防止破坏土壤结构遥

来确定遥平地苗圃要选择建立在坡度约5毅的平坦农耕地段袁

3.1.3

要求排水良好尧地下水位臆1.5 m袁土壤质地为壤土尧砂壤土
或轻黏壤土袁土层厚度跃50 cm袁土壤 pH 值 6.0耀7.5袁无严重
病虫害感染遥
1.1.2

新垦山地苗圃整地遥要在上一年的秋季至上冻前整

地遥首先割渊伐冤除各种树木灌草袁然后清除尚未腐烂的枯枝
落叶袁拣出石块尧草根和树根等袁整地深度 20 cm遥
3.2

轮作

山地苗圃立地选择遥山地苗圃要选择建立在坡度约15毅

为保持和提高圃地土壤肥力袁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程度袁

的山坡的中尧下腹地段袁要求是土壤比较肥厚的阴坡或半阴

做到用养结合袁根据土壤肥力情况和苗木特性实施轮作遥具

坡袁局部地势较为平缓袁尽可能避开主风口的采伐迹地尧生荒

体轮作方法可参照相关地标叶林木育苗技术规程曳执行遥

地或林间空地袁土层厚度跃20 cm袁每小块面积臆0.2 hm 袁苗圃
总面积不超过 1 hm2遥
1.2

1.2.1

2

苗圃区划

平地苗圃区划遥要根据育苗规划进行布局袁注意节约

用地遥要对圃地尧道路尧排灌设施尧输电和基本建设等进行统
一区划袁以利于生产和机械作业遥圃容尧圃貌要规整袁四周建
设防护林带遥要根据作业方式进行合理区划袁诸如播种区尧

3.3 土壤消毒

在翻地前用 50%辛硫磷乳油或甲拌磷粉剂喷渊撒冤施袁

防治地下害虫遥播种前用敌克松尧五氯硝基苯或硫酸亚铁进
行床面土壤消毒袁以防治立枯病等土传病原菌遥具体方法及
用量可参照相关国标执行遥
4 施肥

4.1

嫁接区尧移植区等袁各区之间由主尧副道路和固定渠道间隔遥

施肥方法
施肥要以有机肥为主尧化肥为辅的原则袁施足基肥尧适

主道宽 5耀6 m袁副道宽 2耀3 m遥排灌系统要互联互通袁既能

当追肥袁掌握氮尧磷尧钾的配合比例遥条件允许时袁实施测土

1.2.2

4.2

排袁也能灌遥

山地苗圃区划遥山地苗圃是设置在林间的临时苗圃袁

只能育 2 茬苗遥山地苗圃要顺山做垄或床袁每排垄或床间
渊约 20 m冤设有 1耀2 m 宽的保护带并割除灌草遥育苗地内有
沟岔时袁要在沟岔边缘栽设 3耀5 m 宽的保护带袁同时伐除可
能影响苗木生长的灌丛渊草冤遥
2 作业设计

2.1

设计内容
年度作业设计要在育苗前完成袁具体内容包括作业区划

图尧育苗面积尧技术措施尧育苗方法尧苗木产量和质量尧生资
定额渊物尧肥尧药尧料尧种子尧穗材等冤尧生产定额以及苗木成本
预估等[3]遥
2.2

4.2.1

施肥量
基肥遥基肥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渊农家肥冤为主袁用

量跃100 t/hm2遥为调节各种养分的恰当比例袁也可根据土壤养

分状况施用少量氮肥和无机磷尧钾肥遥移植苗的施肥量同
上袁同时在做垄时增施磷酸二铵 300~375 kg/hm2遥

4.2.2 追肥遥对一年至三年生红松苗木追肥袁应以氮肥为主袁

兼顾磷尧钾肥遥通常每年追施 3 次袁第 1 次在 5 月末袁第 2 次
在第 1 次追肥后的 15耀20 d袁第 3 次在 7 月末之前袁追施硫
酸铵 150~225 kg/hm2遥留床苗追肥袁可将肥料均匀撒施于苗
床袁追肥后结合浇水洗苗遥移植苗要开沟追肥袁追肥后要用
土盖严并及时浇透水遥

设计上报
作业设计由苗圃业务负责人签字后报上级渊林业冤主管

收稿日期

配方施肥袁农家肥一定要充分腐熟后再施用遥

2019-01-22

5 作业方式

5.1

床作

播种苗宜采用床作方式袁苗床取南北向为佳袁床长 10 m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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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宽在 1.0耀1.2 m 范围内袁床面需要高出地面 20 cm袁步道

6.4 播种方法

5.2 垄作

播种的前几天灌足底水袁待土壤干湿适度时播种袁雨天或雨

宽 40 cm遥

移植苗采用垄作方式袁垄面宽 30 cm袁垄底宽 60 cm袁垄

高 120 cm 左右遥

6

播种育苗

压要随覆土要再镇压遥平地播种时袁先把整平的床面耧出麻
撒袁以防不够袁一床撒到头袁把剩下的种子在该床继续撒袁直

6.1.1 种子来源遥红松果材兼用林育苗所用种子袁要全部采
用母树林或种子园生产的良种遥

种子采收遥要在 9 月 20 日后采收种子袁采收晾干后

脱粒袁采用水选法对种子进行分级袁再经晾干后装袋存放于
阴凉处遥
6.1.3

后地面泥泞时不宜播种遥播种要按流程进行院随播种要随镇
面袁根据播种量分摊每床应播的种子量遥撒种时袁开始要少

6.1 种子准备

6.1.2

播种方法为撒播遥播种要尽可能均匀袁土壤干燥时要在

选种遥红松果材兼用林育苗用种必须选用玉级种子袁

净度要求跃98%袁生活力逸90%遥具体分级方法可参照相关地

到种子撒完为止遥撒完种后袁立即用铁磙子镇压袁把种子压

入表土中袁然后在床面上均匀撒上 1 cm 厚的新鲜锯末子袁接
着再覆细沙袁厚度以不显露锯末子为宜袁再次用铁磙镇压遥山
地播种覆盖方法是先用铁锹把步道里的土铲松袁并打碎土
块袁然后将其均匀撒在床面上袁厚度 2.0耀2.5 cm袁其他做法同
平地播种遥

7 移植育苗

7.1 移植时间

标执行遥
6.2 种子处理

移植作业要在春季 4 月中下旬尧土壤解冻后顶浆进行遥

6.2.1 种子消毒遥种子处理前要进行消毒处理袁具体方法有

7.2 移植方法

酸钾溶液浸种 1 h袁然后用清水冲洗遥二是敌克松粉剂拌种遥

6 cm 伊10 cm袁玉尧域级苗要分开渊别冤移植袁移植苗量约为

6.2.2

意做好苗木根系保湿工作袁做到随起苗尧随选苗尧随分级尧随

2 种遥一是高锰酸钾溶液浸种遥用浓度为 0.3%耀0.5%的高锰
用药量为种子重的 0.2%耀0.5%遥

种子贮藏及催芽处理遥淤混沙埋藏遥混沙埋藏的时间

在播种前一年的 10 月中旬至 10 月末之间遥选择地势高尧排
水好的背阴处挖种子窖袁窖上口宽 1 m尧下底宽 0.7耀0.8 m尧

窖深 1.2耀1.4 m袁窖的长度视种子量而定遥选择干净的鲜细河

采用垄宽为 60 cm 的大垄双行移植袁株行距要控制在

45万株/hm2遥也可培养苗龄为 3-1 的苗木袁株行距同上遥要注
栽植袁最好在移栽前将根系蘸上泥浆遥栽植时采用铁锹撬
缝插入苗木的栽植法袁要求深浅适度渊不要过深冤尧不露根尧
不窝根尧栽得正尧踩得实袁栽后及时浇透水[1]遥

沙袁种尧沙比例渊体积冤为 1颐3遥混合前用清水浸泡种子 2耀3 d袁

7.3 移植苗规格渊质量冤要求

底放入 20 cm 厚的纯沙子袁接着放种沙混合物袁至距离地面

级遥玉级苗的苗高逸10 cm尧地径逸0.4 cm尧主根长逸12 cm尧

每隔 2耀4 m 竖直放 1 束直径约 15 cm 的玉米秸杆渊捆冤袁以便

10 cm尧地径 0.3耀0.4 cm尧主根长 10耀12 cm尧侧根渊跃5 cm 长的

处袁待到 30%种子裂嘴时即可播种遥于混冰沙埋藏遥当育苗

前同样需要进行苗木分级遥玉级苗的苗高逸12 cm尧地径逸

让种子吸足水分袁调整沙子含水量至饱和含水量的 60%遥窖
20 cm 时覆盖 10 cm 厚的纯沙子袁再填土并堆成丘状遥窖内

通气遥在播种前 1耀2 d 取出种沙混合物袁筛出沙子袁置于背阴
任务下达较晚时袁可采用混冰沙埋藏法处理种子遥先用清水

一般用二年生留床苗移植袁移植前要先对苗木进行分

侧根渊跃5 cm 长的玉级侧根冤数逸10 条曰域级苗的苗高 8耀

玉级侧根冤数 8耀10 条遥若用三年生留床苗进行移植时袁移植

0.5 cm尧主根长逸14 cm尧侧根渊跃5 cm 长玉级侧根冤数逸12 条曰

浸泡种子 5 d袁中间换水 1 次袁让种子充分吸水然后捞出袁种

域级苗的苗高 10耀12 cm尧地径 0.4耀0.5 cm尧主根长 12耀14 cm尧

理成 5耀10 cm 大小的小冰块遥种子尧冰块尧沙子的比例渊体

8 容器育苗

子窖的选择及规格同上遥准备好冰块尧鲜细河沙袁将冰块处

侧根渊跃5 cm 长的玉级侧根冤数 10耀12 条遥

积冤为 1颐2颐2袁充分混匀后放入种子窖内袁距离地面 20 cm 时

8.1 容器规格

温度下放置 7 d袁促其冷冻袁7 d 过后再覆沙 20 cm袁并用玉米

造林遥容器杯径 8耀12 cm尧杯高 12耀13 cm遥

放一层大冰块袁其上再放 10 cm 厚的沙子遥在-10 益以下的
秸杆盖严袁以尽可能延长冷冻时间遥播种前 10~15 d 取出袁在
室内或室外暖棚内催芽袁催芽过程中每天要翻拌 1 次袁保持

用容器杯培育移植苗袁主要用于生长季节或冬季冻土坨

8.2 营养土渊基质冤的配制

营养土的配制要就地取材尧因地制宜遥选用腐殖质土或

合宜的湿润状态袁温度保持在 20~25 益之间袁待到 30%种子

松林土袁加入适量黄土尧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以及化肥和农药

6.3 播种量和播种期

用浓度为 30%的硫酸亚铁或 0.5%的高锰酸钾水溶液喷洒

裂嘴后即可播种遥

6.3.1 播种量遥要根据苗木培育不同的目的来确定最佳播种

量院培育红松一年生苗播种量为 6 500 kg/hm 曰培育红松二
2

年生苗播种量为 3 250 kg/hm2曰培育红松三年生苗播种量为
2 250 kg/hm 遥
2

等袁配制成透气尧持水尧排水性能较好且营养丰富的基质袁并
在基质中袁混拌均匀以进行消毒遥具体配制方法可参照相关
地方标准执行遥
8.3 容器苗规格渊质量冤要求
选择二年生的玉尧域级留床苗遥

6.3.2 播种期遥一般在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进行播种袁要做

8.4 栽植方法

到 10 益时即可播种遥

平床或畦袁将栽完苗的营养杯整齐摆放在床上或畦中袁杯间

到适时播种袁可根据土壤 5 cm 深处的平均地温来确定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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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容器育苗地整平并进行土壤消毒后袁做成宽约 1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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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填土挤实袁四周用土围拦遥栽植要求深浅适度渊不要过深冤尧
不露根尧不窝根尧栽得正尧按得实袁栽后及时浇透水遥
9 嫁接育苗
9.1

草冶冤1.5 L/hm2袁兑水 600 kg/hm2袁同时辅之以必要的人工除
草遥人工除草应与清理病死苗和松土结合进行遥

10.3.2 松土遥对于比较黏重的土壤袁为防止土壤板结袁在每

接穗来源

次降雨或灌溉后要适时松土遥松土要做到不压苗尧不伤苗袁

选择林龄在三十年生以上尧优良林分内的优良母树或优

全面松到袁逐渐加深袁不留生格遥松土后步道和垄间要及时

良种源的种子园尧子代林中采集接穗遥

中耕培土遥

9.2

10.4

接穗采集

要在春季树液流动前采集接穗袁通常在 2 月下旬至 3 月

中旬之间采集遥在母树树冠中上部的外围袁采集顶芽饱满
的侧枝袁每株母树采集 10耀15 个含 2 轮小枝的大枝袁将其捆
成捆遥

截根处理
截根既要求刃具要锋利袁又不能损伤苗木遥截根后要及

时进行镇压和浇灌袁留床苗截根作业在第 3 年春土壤解冻
至 15 cm 深时进行袁截根深度 12 cm遥
11 灾害防治

9.3 接穗贮藏

11.1

30 cm 厚的碎冰块袁将采回来的接穗整齐的平铺 1 层袁再在

测预报和综合防治工作袁把握防治的主动权袁即提前预防可

在其上面平铺 1 层 20 cm 厚的冰块遥窖内温度控制在-5 益

延成灾遥同时要注意苗圃周边环境卫生袁做到圃地零杂草袁

接穗采集后及时放入贮藏窖袁保存方法是在窖底铺 1 层

其上面铺 1 层 10 cm 厚的冰块袁依法平铺接穗 3耀4 层后袁再
左右袁湿度保持在 80%耀90%之间袁让接穗持续处于休眠状

病虫害
苗圃管理者要掌握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规律袁及时做好预

能发生的病虫危害袁及时除治已经发生的病虫害袁防止其蔓
加强水肥管理袁促进苗木健康成长袁增强其抗逆性遥

态遥窖口用塑料布或门帘封好袁注意保持接穗水分袁防止接

根据害虫的危害特点尧发生规律和野种性冶袁利用人工尧

穗被风干遥

毒饵等办法捕杀渊诱冤杀袁必要时实施药物防治遥要根据病虫

9.4

砧木选择

害类型尧苗木年龄和环境条件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袁正确选用

选用红松作为砧木遥在苗圃地嫁接时袁选二至三年生优

农药种类和剂型袁确定恰当准确的使用浓度尧用法和用量袁

质大苗进行移植袁四至五年生时进行嫁接遥异砧嫁接时袁可

做到既能充分发挥药效袁又不产生药害袁最大限度地减少

选用樟子松或油松大苗作为砧木遥
9.5

嫁接方法
具体的嫁接方法可参照相关地标叶红松嫁接技术规程曳

执行遥
9.6 嫁接苗管理
翌春苗木开始生长前解除绑带袁水肥管理措施同实生苗
木培育遥

对周边环境的污染遥防治立枯病用多菌灵 80豫可湿性粉剂

1.2~1.5 kg/hm2袁兑水 225耀300 kg/hm2 喷雾遥发病时喷洒袁连喷
2耀3 次遥防治立枯病用 50%敌克松可湿性粉剂 500耀800 倍液
在傍晚或多云的天气进行喷雾袁每 10耀15 d 喷洒 1 次袁连喷
2耀3 次遥防治苗圃地下害虫用 50%辛硫磷乳油 7.5 kg/hm2袁

加 6 倍水后拌土袁用药土 230耀300 kg/hm2 施入土中 15 cm 以
下遥在药剂的选择上袁尽可能选用诸如印楝素尧兰迪多邦等植

10 苗期管理

10.1 遮阳处理

平地苗圃播种后用透光度为 70%的遮阳网遮阳遥山地

苗圃可在床边一侧按株距 50耀60 cm 种植玉米尧向日葵等高

物源杀虫渊菌冤剂以及其他微生物制剂袁用法可参照其说明书
执行遥
11.2

鼠害与鸟害
为防止鸟害发生袁红松播种苗在幼苗出土时要设专人看

杆农作物遮阳遥

管遥遇有鼠尧兔危害发生时袁也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捕

10.2 灌溉和排水

渊诱冤杀遥

10.2.1

灌溉遥要根据苗木大小尧干旱程度和土壤情况做到

11.3

低温冻害

适时尧适量灌溉遥种子发芽和保苗阶段袁灌溉要以少量多次

一年生留床苗要在上冻前覆土或覆稻草防寒袁秋季干旱

为原则袁保持土壤湿润袁以防出现地表板结现象遥苗木生长

时要在入冬前灌足封冻水遥覆土防寒成本较高袁故多在留床

发育旺盛阶段袁要本着多量少次的原则袁即减少灌溉次数袁
每次灌溉皆做到浇透尧浇匀遥生长后期袁在不干旱情况下袁尽
量不浇水或少浇水袁以提高苗木木质化程度遥平地苗圃要建
好排灌设施或微喷设施遥为提高水温袁抽井水灌溉时可采用
水池贮水晒水遥不同作业区采用不同的喷灌方式袁无论采用
哪种灌溉方法袁均需浇透浇匀袁确保无地表径流袁防止冲刷
幼苗遥
10.2.2

苗木数量较少时采用遥做法是在土壤结冻前 3耀5 d袁将苗床
沟里的土用铁锹挖起并捣碎袁然后取碎土向床面单一方向覆

盖袁使苗梢向一边倒伏袁覆土要均匀袁将苗木盖严实袁厚度 8耀

10 cm袁以不露苗梢为宜遥防寒土在早春气温回升后分 2 次
撤除袁当留床苗数量大时可通过覆稻草防寒遥做法是将稻草
沿苗床宽平铺袁并在苗床的两端分别钉上 2 个木桩袁将 2 根
草绳的两头分别绑固在苗床两端的木桩上袁目的是让草绳平

排水遥要注意雨季排涝袁建好排水沟袁做到外水不

行置于苗床上以压住稻草袁撤除时只需将稻草揭下即可遥大

侵尧内水不积遥

苗防寒可通过设置防风障的方式来解决遥

10.3 除草和松土

12 苗木调查和出圃

10.3.1

除草遥以除早尧除小尧除了为原则袁及时清除圃地杂

草遥播后苗前期可喷洒 23.5%乙氧氟草醚乳油渊中名野割地

12.1

12.1.1

苗木调查

调查时间遥时间在每年的 9要10 月袁亦即在苗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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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分停止生长后进行相关调查遥
12.1.2

调查项目遥按育苗方法尧作业方式尧苗龄分别调查苗

高尧地径尧根长和苗木产量遥调查嫁接苗时袁除常规内容外袁
尚需调查接穗高生长量和嫁接成活率遥调查的目的是为制定
苗木产销计划提供依据遥
12.1.3

调查方法遥采用机械抽样方法调查袁抽调的样方要

均匀分布在对角线上遥一年生留床苗袁按作业面积的 1%抽

包装方法遥包装前苗根要蘸上泥浆袁以防止苗根失水遥每包

株数通常为 500耀1 000 株袁亦依苗木大小而不同袁同时附上
种子标签袁注明树种尧产地尧苗龄和株数遥起运前要苫好苫
布袁以防风吹日晒袁远距离运输时袁还要在途中洒水袁防止苗
木发热尧风干遥
12.2.6

苗木出圃和检疫遥只有达到玉尧域级标准的苗木方

可出圃造林袁否则不允许出圃遥苗木出圃时袁供苗者要提供

样袁1 个样方面积为 1 m2曰移植苗和嫁接苗按延长米进行调

苗木合格证袁购苗者有异议时可进行复检袁同时附有森防检

苗高尧地径和根长以厘米渊cm冤为测量单位袁苗高与根长的读

13 档案与管理

12.2 苗木出圃

逐日记载各项生产活动和机械工具尧劳务用工尧物肥药
料等的使用情况以及苗木生产成本统计表等遥

查袁按作业面积的 2%进行抽样袁1 个样方大小为 5 延长米遥

疫站出具的调运检疫证遥

数精确到 1 cm袁地径精确到 0.05 cm遥

13.1 作业档案

12.2.1 作业内容遥苗木出圃包括起苗尧分级尧检疫尧假植尧包
装和运输等遥

13.2 技术管理档案

12.2.2 起苗遥起苗时间要与造林密接袁一般在春季起苗袁要

以树种为单位详细记录苗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管理事

做到随起尧随选尧随假植袁设法防止风吹日晒遥土壤干燥时袁

项袁如种子尧插条尧接穗等繁殖材料的处理和栽培管理袁直到

起苗前要灌 1 次透水遥最好采用机械起苗袁深度要比根长深

起苗尧假植尧贮藏尧包装尧出圃尧售卖等整个育苗过程所涉及

苗木质量标准分级袁计算各级苗木产量遥

13.3 科学试验档案

2耀3 cm遥要做到不伤根尧防止碰折苗干和顶芽遥剔除废苗袁按
12.2.3

苗木分级标准遥苗龄 2-2渊四年生移植苗袁移植后培

到的技术操作内容袁皆应记载全面遥
以科学试验项目为单元袁详尽记载项目来源尧试验目的尧

育 2 年或移植 1 年且嫁接 1 年冤院玉级苗高 22 cm尧地径跃

试验设计和方法尧试验结果与分析尧总结和鉴定报告尧发表

级苗高 18耀22 cm尧地径 0.5耀0.6 cm尧主根长 18 cm尧侧根渊跃

13.4 档案管理

后培育 2 年或移植 1 年嫁接 1 年冤袁玉级苗高 28 cm尧地径跃

最后交由苗圃主任审查存档袁长期保存袁完善借阅使用制度袁

条曰域级苗高 22耀28 cm尧地径 0.6耀0.7 cm尧主根长 23 cm尧侧

基本情况的档案与管理亦应重视袁如苗圃面积尧所处位置尧
自然条件尧经营条件尧各种图表渊地形图尧土壤分布图尧苗圃

12.2.4 假植遥遇有分级后不能马上移植或包装外运的情况

区划图袁相关报表冤尧固定资产尧仪器设备尧车辆尧机具尧生产

0.6 cm尧主根长 20 cm尧侧根渊跃5 cm 长玉级侧根冤数 16 条曰域

5 cm 长玉级侧根冤数 12 条遥苗龄 3-2渊五年生移植苗袁移植

0.7 cm 以上尧主根长 25 cm尧侧根渊跃5 cm 长玉级侧根冤数 18
根渊跃5 cm 长玉级侧根冤数 14 条遥

时袁要立即做好临时假植工作遥需要留圃越冬假植的苗木要
在土壤封冻前袁选择地势较高尧排水良好的地方假植遥越冬
假植要做到泥浆蘸根尧稀摆尧深埋尧培碎土尧埋严踏实尧灌透
水遥假植后要勤检查袁防止出现风干尧霉烂和遭受鼠尧兔危害
等现象遥
12.2.5 包装和运输遥准备出圃的苗木袁运输时要有包装袁根
据运输距离尧苗木大小和种类尧树种珍稀程度等采取不同的
渊上接第 151 页冤

持土壤湿润遥当苗木出现真叶时袁此时苗木需水尧需肥量较
大袁要及时对苗木进行追肥袁保证苗木生长所需的养分和水

分遥施肥主要采用叶面喷施袁施尿素 30 kg/hm2袁以后每隔
15 d 左右喷施 1 次袁也可以根据苗木生长情况增减施肥量
和施肥次数遥8 月底停止施肥遥

皖南山区 4要5 月是雨季袁此时要经常检查排水沟袁保证

雨后圃地内不积水曰6要7 月又是伏旱期袁如果天气连续干旱
渊上接第 152 页冤

蚀严重袁则最好提前设置一定数量的死沙障带袁这样扦插黄
沙柳起到的防风固沙作用更佳遥一般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扦插

后的黄沙柳当年成活率可以达到 90%左右袁当年高生长量
可达到30~80 cm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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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尧项目获奖和学术交流等[4]遥
苗圃档案要责成专人管理袁日清月结袁年终做系统整理袁
档案室还要做好防潮尧防鼠尧防虫尧防火尧防盗等工作遥同时袁

工具以及人员变动尧组织机构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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