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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学

油茶低产林成因及综合改造技术
杨红芳
渊安徽省郎溪县高井庙国有林场袁安徽郎溪 242199冤

摘要 油茶是一种综合效益较好的经济林木遥本文简单分析了油茶低产林形成的原因袁如管理粗放尧种植规模小尧良种化水平低尧科技
投入不足等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改造技术袁以期为油茶的丰产尧稳产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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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是山茶科山茶属常绿灌木或乔木袁在我国南方的低
海拔尧土层深厚的低山丘陵地带有自然分布 遥油茶中的茶
[1]

籽油耐贮存袁油酸尧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袁胆固醇

率低曰有的地方油茶的造林选择某单一的品种袁整体抗逆能

力弱遥目前袁郎溪县有的油茶林内的油茶品种多达 5耀6 个袁
虽然近些年来经过良种推广袁优良经济性状的油茶品种所占

含量低袁长期食用对心脏病尧高血压等疾病有较好的预防和

的比例较以前有所提高袁但是低劣的品种占比仍较大袁油茶

治疗效果袁 是目前品质最好的纯天然绿色保健食用油之一袁

林间的整体良种优势难以充分地发挥出来遥

被称为野东方橄榄油冶袁在市场上广受消费者的喜爱遥除了食

1.3 未投入足够的科技支撑

用以外袁茶油还可以用于制药尧美容尧化工等行业袁具有很高

山区油茶管理措施不到位袁会对油茶的产量造成很大的

的综合利用价值[2]遥油茶资源在我国分布种类最多尧面积最

影响遥油茶的树冠与产量密切相关袁因而对油茶林做好整形

广袁主要在浙江尧安徽尧广西等省份有广泛种植袁其中安徽省

修剪工作非常重要遥合理的修剪可以使各结果枝条分布均

种植的油茶品种是普通油茶袁为目前种植最为广泛的一个品

匀袁减少长势过旺的枝条袁提高油茶树的叶面积系数袁增加

种遥郎溪县位于安徽省的东南部袁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袁

光合面积袁为油茶开花坐果提供良好条件遥目前由于郎溪县

当地就开始广泛实施油茶的造林袁当时建成的油茶基地成

种植油茶的农户多数地处偏远山区袁种植水平不高袁还是按

为目前安徽省主要的油茶产区袁2010 年之后袁随着市场上对

照以前的经验进行油茶的种植管理袁存在施肥不科学尧整形

油茶的追捧袁加上省渊市冤推广了油茶的良种丰产林项目袁人

修剪不合理等问题袁影响油茶林内通风袁出现很多长势过旺尧

们种植油茶的热情高涨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油茶林的管理较

下垂的枝条袁不能形成分层明显的高产树形袁产量较低遥

为粗放袁造成油茶品种混杂袁林间出现了很多年龄老尧质量
差尧发生病虫害的油茶植株袁导致油茶的产量不高袁整体经济
效益低[3]遥为了提高郎溪县山区农户的收入尧促进油茶的可持

2 综合改造技术

2.1 选择油茶无性系良种
在油茶的改造中可以选择性状优良的无性系品种袁使

续发展袁需要对当地的油茶低产林进行改造遥

油茶林的花期尧结实期相对一致袁保证油茶群体稳定性遥为

1 油茶低产林形成的原因

了充分利用林地的空间尧光照等袁可在造林时搭配种植不同

1.1 农户种植油茶的规模小

树冠高度的油茶无性型良种遥目前袁郎溪县种植较多的无性

目前袁郎溪县油茶的种植规模较小袁大多数是农户分散
种植袁难以统一管理且多数青壮年农户外出务工袁油茶栽植
后都是由留守在农村的老人管护袁整体管理水平粗放袁技术
含量低袁导致油茶林间土壤板结尧土地贫瘠袁油茶的营养不
良袁病虫害频发袁出现明显的大小年遥加上油茶多数种植在
山坡上袁水土保护措施不到位袁经过长期雨水的冲刷袁山坡上
土壤退化严重袁对油茶的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遥
[4]

1.2 良种化水平低

系油茶品种以长林系列为主袁如长林 27 号尧长林56 号等遥此
外袁黄山系列的无性系品种综合性状也较好袁具有生长速度
快尧抗逆性强尧丰产性好尧品质佳等优点袁也可以在当地种植遥
2.2 对油茶园内进行合理的改造

一是合理改园袁在低产油茶林内修建宽约 3 m 的道路袁

便于开展机械化作业曰改变传统的油茶林沿着坡种植的等高

种植方式袁先建宽超过 3 m 的台面再种植曰油茶林内的杂草尧
灌木以及周边对油茶有遮挡作用的林木全部清除袁以提高油

一般来说袁 油茶林低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品种低劣遥

茶的光合效率曰每年的冬季或者春季袁对茶园进行深翻袁将清

油茶为异花授粉植物袁经过漫长的自然进化袁目前现存的品

理的杂草埋入土壤的深处遥二是科学地对油茶林分进行改

种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袁因而花期尧成熟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差

造袁对密度过大尧分枝少尧林相差尧透风性不佳的油茶林进行

异袁增加了对油茶林管理的难度遥研究表明袁以前造林时选

间伐袁砍除其中长势不佳尧发生病虫害尧结实率低的油茶植

择实生油茶苗的林分袁经过多年生长袁林间个体之间的差异

株袁保留的油茶株行距控制在渊2耀3冤m伊渊3耀4冤m袁种植密度为

较大袁且很多经济性状不稳定袁有的产量甚至仅为 75 kg/hm 袁

900~1 650 株/hm2袁提高林间的通风性袁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概

少袁果实的个体小尧外皮厚袁结实性能差袁茶籽产量低袁出油

将油茶林内的枯死枝尧重叠枝尧徒长枝尧过密枝等剪除袁郎溪

2

经济效益不足 3 000 元/hm2曰有的油茶品种树形紧凑尧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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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曰每年在油茶果实采摘之后至翌年树液开始流动之前袁
县高井庙国有林场在 2018 年主要用清灌和修枝 2 种方式对
超过 20 hm2 的油茶退化林进行了修复袁很好地改善了林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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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常欣等院遂昌县野一村万树冶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极少遥2016 年省消薄办确定遂昌 203 个行政村中有 97 个村

各种宣传途径进行广泛宣传袁让农民深刻认识到野一村万树冶

为集体经济收入薄弱村遥野一村万树冶建设中大苗尧珍贵树种

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袁让农民成为绿化建设的真正受益主

比例很高袁投入较大袁需要有当地的财政配套和民间资金注

体袁只有农民从中受益袁才能进一步保障绿化建设的效果[7]遥

入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项目的推进遥

4.5 适地适树袁注重综合效益

野一村万树冶建设是百姓身边的增绿行动袁更是助推乡

3.4 管护意识和措施仍需增强
由于野一村万树冶行动是一个全新的林业建设项目袁在传

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遥在引进景观效果尧经济效益尧生态功能

统的村规民约里几乎没有专门与此对应的管护条约袁应将森

俱佳的树种的同时袁要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遥正确选择树种

林文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袁提高村民植绿尧护绿尧爱绿的意识遥

关系到绿化成效的快慢尧绿化质量的高低及绿化效应的发

4

挥袁是决定村庄绿化生态尧景观效果和后续管理支出的重要

对策

4.1 科学规划设计袁强化技术指导袁体现特色亮点
规划是龙头袁科学编制符合乡村绿化建设的方案袁可以
确保乡村绿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遥村庄绿化应该与城市相异袁
[3]

有浓郁乡土文化的空间特征 遥要切实加强示范村规划设计袁
[4]

加强与相关规划的衔接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尧合理性遥注重
把野一村万树冶行动与土地综合整治尧农房改建尧乡村产业发
展等相关规划衔接遥林技人员要加强技术指导袁推广先进适
用的绿化技术和种植模式遥
4.2 坚持因地制宜袁体现地方特色

因素[8]遥同时要将绿化美化与发展林业产业紧密结合袁积极
发展野一亩山万元钱冶等林下经济模式和森林人家等森林休
闲养生旅游袁引导乡村绿化美化的同时提高农民收入遥
4.6 坚持科学植树袁加强种管并重袁提高建设质量
植树造林野三分种尧七分管冶遥在选择苗木时袁要多用五

年生以上尧地径跃4 cm 的优质苗遥认真按照一个行政村新植
10 000 株以上或者人均 10 株以上尧珍贵树种比例达到50%

以上的要求开展建设遥只有绿化规模的数量扩大化袁才能
发挥生态功能袁才能保护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尧生境和生态系

村庄是一个特殊形态的区域生态系统袁村庄绿化景观通

统多样性 [9]遥加强技术指导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袁将绿化管

过农田尧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袁向人们展示了人工

理尧树木养护等有关要求在村规民约中加以规范袁建立长

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5]遥野一村万树冶建设要充分利用和体现

效管理机制袁进一步落实管护责任和经费袁切实巩固绿化美

遂昌山区农村的地形地貌特点袁结合树种选择原则袁采取多

化成果遥

样化的绿化布局方式遥要结合遂昌千年古县的历史文化和民
风民俗袁营造富有人文寓意的文化森林袁让每棵树尧每片林
成为忆乡愁的场所遥
4.3 积极探索社会投融资模式袁增加资金投入
坚持整合资源袁不断加大投入袁要发挥政府资金在野一
村万树冶行动中的引导作用袁由此带动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
参与建设遥紧密结合美丽大花园尧美丽乡村尧人居环境整治尧
小流域生态治理等工作袁充分抓住省里加大政策支持的有利
时机袁积极争取地方财政资金袁积极探索社会投融资模式袁
多渠道争取资金投入遥
4.4 广泛宣传袁提高认识袁巩固绿化成果
农民是野一村万树冶行动的主力军和直接受益者袁在村庄
绿化的过程中袁既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袁更要突出农民在
村庄绿化中的主体地位[6]遥充分利用广播尧电视尧网络尧宣传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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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补充养分才能保证油茶丰产遥大年的施肥主要以磷肥尧钾

通风透光条件袁提高了产量曰对于品种低劣的油茶低产林袁

肥为主袁小年适当增加复合肥尧氮肥的施用量遥秋尧冬季施肥

可采取高接换冠尧嫁接良种等方法进行改造袁郎溪县一般嫁

种类主要选择有机肥袁其余季节主要选择速效性化肥遥油茶

接的最佳时间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下旬袁为了避免温度过高

属于不耐肥的植物袁尤其是氮肥袁要适当控制施肥量遥油茶

造成接穗的死亡袁可在保湿袋外搭建遮阴棚袁嫁接后加强看

林内可适当间种大豆尧花生等作为绿肥袁一方面可以提高土

护袁避免鸟尧牲畜等危害袁及时将嫁接口下面萌发的枝蘖抹

壤的保温尧保湿能力袁另一方面可以起到熟化土壤的作用袁提

除袁为接穗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曰对于林龄过大的衰老油

高土壤肥力水平遥

茶林袁可结合实际情况将衰老植株清除干净袁选择良种进行

3

更新造林袁一般选择二年生的嫁接苗袁之后 1耀2 年内做好劈
草等抚育工作袁劈草工作一般每年在梅雨后尧9 月左右分别
进行 1 次袁经过精心管理后有的当年即可形成花芽遥
2.3 提高土壤肥力水平

油茶林开始结果后袁一般常年植株上都有花果袁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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