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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滨海海洋经济新区造林绿化全覆盖生态治理模式探析
周作山

王峰巍

孙晓君 申燕祥

张勇鹏

渊山东省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袁山东潍坊 261041冤

摘要 从模式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出发袁通过对模式区的现状调查和盐碱地改良措施分析袁总结推荐了在该地区进行造林绿化
全覆盖的 6 种生态治理模式袁以期为改善潍坊市沿海地区的生态条件尧防灾减灾尧优化人居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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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全覆盖是指以绿化尧水系尧建筑三大覆盖为重点袁
按照适地适树尧宜花则花尧宜草则草的原则袁通过重点区域

地袁缺少植被覆盖袁生态环境恶劣遥
2.2 中部盐田地区

重点打造尧园林化与原生态相结合袁将生态自然尧简约大气

该地区废弃盐场分布集中袁土壤含盐量较高袁可以利用

的景观效果渗透到区域的各个方面袁形成绿地尧水域尧建筑

台田模式进行盐田改进和生态重建袁营造具有地域特色的

相得益彰尧独具特色的绿化景观遥潍坊市北部沿海地区为典

景观风貌遥

型的滨海盐碱困难立地袁该地区土壤含盐量高尧生态环境脆

2.3 中部干旱地区

弱尧环境质量较差袁是潍坊市林业生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遥

该地区为中度盐碱区袁由于地下卤水资源被抽取袁地表

潍坊市正在大力推进滨海海洋新区建设袁因而建立完备的林

土得到初步改善袁但由于地下水位下降袁导致较干旱袁地下

业生态系统和开展造林绿化全覆盖对于改善潍坊市沿海地
区的生态条件尧防灾减灾尧优化人居环境尧促进经济可持续
发展尧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和美丽潍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模式区位于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渊以下简称野滨海区冶冤

疏港路和弥河以东尧虞河以西的重点区域绿化 75 km2遥以野二
边渊路边尧河边冤尧六园区尧五小镇冶绿化为重点袁突出绿化干

线道路尧河流尧园区尧公共聚集区尧主要节点路段等重点区
域袁逐步形成近处园林化尧远处原生态的绿化效果遥
1 模式区现状
1.1 自然条件

该区域属泥质海岸袁地势低平袁坡降 1/10 000耀1/5 000袁

地下水埋深 1.0耀1.5 m袁矿化度高袁一般在 30耀50 g/L袁重者可

水含盐量 6%左右袁土壤含盐量 0.2%左右遥
2.4 南部灌区

该地区为轻度盐碱区袁地下水含盐量 5.4%左右袁土壤含

盐量 0.2%左右遥在保证灌溉条件且排水畅通的情况下袁大部
分绿化苗木能良好生长袁但在雨季排水不畅的情况下袁容易
形成内涝或土壤返盐袁导致苗木死亡袁影响绿化成果遥
3 模式区土壤改良措施分析

对各类型区土壤采用平整场地尧填挖盐碱土尧盲沟排碱尧
洼地聚水尧高地压碱尧种植绿肥植物等物理及化学措施改良
土壤袁达到有效降低土壤盐碱度的目的遥
3.1 北部重盐碱地区
固沙脱盐改良是该地区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袁通常采用

达 100 g/L遥土壤为海浸型盐碱土袁个别地方土地盐碱程度较

围滩吹填尧封滩育草的方式遥通过一定时间的土壤改良袁使

下土壤含盐量大幅增加遥

当地生长的乡土灌草植物遥

重袁盐碱斑占地率 30%袁生长部分耐盐植物袁地表 30 cm 以

土壤盐分降低到一定程度袁根据植物演变规律袁再选育适合

1.2 森林覆盖情况

3.2 中部盐田地区

据森林资源调查汇总发现袁滨海区现有林业用地面积

针对盐田周边土地大面积呈裸露状态尧较干旱且盐碱

为 5 010 hm2袁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7.4豫遥目前袁全区林木覆

度较高的特点袁通过合理开挖渠尧沟袁抬土整地袁完善排灌系

积的 92.6豫遥在非林业用地中袁村镇林木覆盖面积 9240 hm2袁

土壤表面积袁提高土壤通透性袁改善土壤理化特性袁相对降

2 模式区盐碱地分类

地的目的遥

盖率15.1%袁全区非林业用地 62 690 hm2袁占全区土地总面

统袁提高种植点高度袁以提高种植点与地下水位的高差袁增加

占非林业用地面积 16.2豫袁四旁植树总株数 168 万株遥

低地下水位袁淋盐养淡袁改善立地环境条件袁达到改良盐碱

该区地貌类型属滨海沉积浅平洼地袁地势南高北低袁海

拔标高 2耀7 m遥沿海按地貌类型可分为近海低级平地尧滩涂

3.3 中部干旱地区
中部干旱地区主要包括弥河尧利民河及崔家河两岸地区遥

和重盐碱洼地袁可具体划分为北部近海重盐碱地区尧中部盐

土壤改良以修筑条田尧台田为主袁条田面宽 50 m尧长 300 m袁

2.1 北部近海重盐碱地区

夏尧秋季节蓄洪洗盐遥台田两侧挖深 1.5耀1.6 m尧底宽 1.0 m尧

田地区尧中部干旱地区尧南部灌区 4 个类型区遥

该地区属于重盐碱区袁土质含盐量跃0.2%袁部分跃0.3%袁

少数靠近盐田区域跃0.6%袁地下水含盐量 8.2%左右袁盐滩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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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田两侧挖深 1.5耀2.0 m尧底宽 1.0 m尧沟坡 1.0颐1.5 的农排沟袁
沟坡 1.0颐1.5 的排盐沟袁台面宽 30耀40 m袁将地面抬高 15耀
20 cm袁台田四周修筑高尧宽各 40 cm 的土埂袁雨季蓄淡压碱遥
3.4 南部灌区

在绿化区内按适当的距离开挖纵横交叉的主干渠道及
辅助渠沟袁在此基础上开挖贯通的水渠和排水沟袁形成网状

周作山等院潍坊市滨海海洋经济新区造林绿化全覆盖生态治理模式探析
的排水系统遥以田面整治为主袁秋季深耕晒垡袁使盐分遇水
后溶解尧渗入地下袁加快表土的脱盐淡化遥
4 模式区绿化分析

5 全覆盖生态治理模式
5.1 园区绿化建设模式

对已建与待建工业园区尧机关尧学校尧医院等院区实行

目前模式区内盐田和建设用地景观优势度高尧面积最

绿地与路尧沟尧渠尧桥建设统一规划遥对已建园区的道路和厂

大袁而林地尧草地尧河流和海涂等自然组分的优势度较低袁结

区以绿化提升覆盖为主袁对待建园区地表裸露区以采用防

构布局杂乱袁乔灌木缺乏合理的搭配袁群落结构与多样性状

风固沙林和封沙育草增加地表覆盖为主遥

况较差袁潮间带上湿地环境呈现退化趋势袁未形成有效的防

5.2 农田林网建设模式

灾避险功能系统遥
4.1 盐田

南部灌区和中部干旱地区土壤含盐量较低袁是农作物集
中种植区遥因为地处沿海地区袁风速较大袁要充分利用沟尧

针对盐田面积大且集中分布尧周边呈裸露状态尧较干旱

渠尧路营造农田防护林网袁以降低风速尧减轻土壤水分蒸发尧

且盐碱度高的特点袁应选择耐重盐碱的沙枣尧刺槐尧盐松尧柽

抑制土壤返盐尧改善农田小气候 [1]遥营建过程需要注意以下

柳尧碱蓬尧盐角草尧凤尾兰等植物品种进行绿化袁以起到防风

几点遥

固沙尧改良土壤的作用遥

5.2.1

4.2 道路

林带结构遥宜采用野小网格尧窄林带冶模式袁主林带东

西向袁副林带南北向袁主林带与主害风渊东北风冤方向垂直袁

滨海新区道路系统发达袁纵横交错袁多为新建和待建道

副林带与主林带垂直袁林网主带距 150 m尧副带距 300 m尧网

段要结合已绿化情况提升改造袁逐步形成多层次覆盖的绿化

方向允许有较小的偏角袁但偏角不应超过 30毅遥主林带一般

路袁可分为绿化待提升段和绿化待覆盖段 2 类遥绿化待提升
结构体系袁北部重盐碱区可选择柽柳尧碱蓬尧大米草等耐盐
碱的植物曰中部中度盐碱区选择柽柳尧紫穗槐尧赖草等植物曰
南部低度盐碱区选择地肤尧马尼拉尧结缕草等植物遥绿化待

格面积不超过 15 hm2遥为使林带与沟渠路相结合袁主林带的

由 4耀6 行乔木和 2耀4 行灌木组成袁副林带一般由 2耀4 行乔
木和 1耀2 行灌木组成遥
5.2.2

树种选择遥选择具有根深尧窄冠尧速生尧干直尧寿命长尧

覆盖段首先要对土壤进行排盐尧改土袁再合理选用相应的乔

抗风尧抗病虫害尧耐盐碱等特性的白蜡尧竹柳尧刺槐尧臭椿尧白

木尧灌木和地被类植物遥乔木以白蜡尧刺槐尧枸树等为主袁灌

榆尧苦楝尧桑树尧构树尧柽柳尧紫穗槐尧龙柏尧铺地柏等大规格

木以凤尾兰尧紫穗槐等为主袁地被和草花以滨藜尧蜀葵等为

乡土树种苗木袁采用带状尧块状或行状混交方式营造混交林遥

主遥通过一系列的绿化措施袁打造一条简洁优美尧具有特色

5.3 防潮堤基干防护林带建设模式

的道路景观带遥

在海潮线或防潮坝以内盐碱化特别严重的地方实行封

4.3 河流水系

滩育草渊灌冤袁以增加植被覆盖曰在立地条件相对较好尧基本

滨海河流分布密布袁绿化覆盖要结合森林涵养水源功
能袁以保护河流生态系统平衡为目标袁前期通过河道充分扩
展袁以地表覆盖为主袁后期打造以水制胜尧简约大气尧水与植

适宜树木生长的地方袁选用一些耐盐碱的树种袁建设宽度
为100 m 以上的乔木基干林带或宽度为 200 m 以上的灌木

林带曰基干林带以内营造小网格窄林带的农田林网袁发展枣

被相呼映的河岸绿化覆盖景观遥绿化过程结合河道各段土壤

粮间作袁种植梨尧葡萄尧桑等果树进行村庄绿化袁有条件的地

盐碱程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种类植物遥北部重盐碱区以盐松尧

方建设工业用材林基地遥主要技术措施如下遥

盐柳尧黑松尧碱蓬尧芦苇为主曰中部中度盐碱区选择刺槐尧白
蜡尧紫穗槐尧芦苇尧二色补血草等植物曰南部轻度盐碱区以白

5.3.1 修筑条田尧台田遥条田尧台田的修筑方法同 3.3遥
5.3.2

田面整治遥秋季深耕晒垡袁使盐分遇水后溶解尧渗入

榆尧国槐尧黄金槐尧刺槐尧绣线菊尧芦苇为主遥

地下袁加快表土的脱盐淡化遥整平地面袁使地面浸水均匀袁脱

4.4 农田

盐均匀遥土壤脱盐达到一定程度后袁种植田菁尧紫穗槐等植

现有农田主要种植棉花袁种植作物单一遥鉴于周边空地

物袁巩固土壤脱盐效果遥

较多袁进行绿化全覆盖需根据土壤性质及农民意愿选择向日

5.3.3

葵尧熏衣草尧薄荷尧罗布麻等药用及经济作物袁丰富可种植的

金丝小枣尧冬枣尧桑树尧柽柳尧紫穗槐尧沙枣尧枸杞等耐盐碱树

农作物品种袁既有利于防风固沙又有利于土壤改良袁打造滨

种玉级优质健壮苗木作为造林树种遥于土地整地遥以头年雨

海专属的特色农业景观效果遥

季为宜袁或在当年春尧秋季随整地随造林袁以穴状整地或高

4.5 建设用地及周边空地
包括已建尧待建工业用地和商住地遥已建尧在建工业用
地和商住地前期可结合厂区尧园区尧商住区配套设施建设同
步绿化袁后期不断进行提升和改造袁打造宜居宜业的绿化景
观遥待建工业用地可选择花圃团块式绿化袁种植经济价值和
观赏价值兼备的植物袁以提高区域整体绿化景观遥北部重盐

造林技术遥淤苗木选择遥选择绒毛白蜡尧刺槐尧白榆尧

垅带状整地为主遥穴状整地袁穴长尧宽尧深各不低于 60 cm曰高
垄带状整地袁垄宽 50~70 cm袁垄面高于地表 20耀30 cm袁垅面
应便于垄旁犁沟排水遥盂栽植遥栽植以春尧秋季为宜遥乔木每

穴 1 株袁栽后浇水尧填土尧踏实袁灌木用截干苗袁每穴 2 株袁栽
后苗端露出地面 2耀3 cm袁填土踩实遥
5.4 道路绿化建设模式

碱区可选择沙枣尧刺槐尧碱蓬尧大米草尧碱地蒲公英等耐盐碱

道路是线污染源袁也是绿化防护林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的植物曰中部中度盐碱区选择臭椿尧白蜡尧熏衣草尧补血草等

为减少噪音和车辆尾气污染袁林带建设宜实行大组团尧大色

植物曰南部低度盐碱区可选择枫杨尧栾树尧梨树尧杏树尧枣树尧

块尧多层次绿化格局袁营建过程注意把握以下几点[2]遥

绣线菊等植物遥

5.4.1 林带宽度遥按照道路等级袁营建林带宽度为 10~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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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林带遥高速公路尧铁路及其他国渊省冤道路尧旅游干道林

带每侧宽度不低于 50 m袁县渊乡冤道沿线每侧宽度不低于
20 m曰村间道尧生产道路每侧宽度不低于 10 m遥宽 10 m 以上
的林带与农田间要挖上宽 2 m尧下宽 1 m尧深 1 m 的隔离沟遥

5.4.2 栽植密度遥宽 10 m 以上的林带乔木平均栽植 840~
1 650 株/hm 袁灌木平均要跃3 000 株/hm 遥
2

2

树种配置遥宽 10 m 以上的林带要因地制宜袁适地适

5.4.3

四周选择抗风沙尧耐盐碱尧具有较好防护效果的适生植物营
造围村林和防风固沙林袁在机关尧学校尧厂区尧医院尧宅旁院
内空置区全面栽植乔尧灌尧花尧草等植物 [4]遥绿化过程要注意
以下几点遥
5.6.1

建设模式遥优先选择无污染性尧无花粉过敏尧枝叶繁

茂尧树型高大的 1耀3 种乡土树种和经济树种袁配置一些彩叶

景观树种袁采取混交造林的模式袁在林下栽植连翘尧月季等

树袁选用具有当地特色的观花尧观叶类乔灌木和地被植物袁

灌木形成绿化隔离带曰庭院绿化与村镇整体绿化相结合袁选

以速生尧高大的乡土乔木为主袁通过花灌木组团及草花地被

择色彩丰富芳香型植物袁结合院墙垂直绿化形成简洁尧明快尧

近自然式混交遥

自然的庭院景观遥

5.5 河流水系绿化建设模式

5.6.2 建设类型遥沿海地区要根据乡村风情袁与植物修复保

结合生态功能尧建筑美学以及人文发展的要求袁将河岸

护尧水岸保护结合构建城乡一体的新型生态空间遥生态保护

的生态化建设与市民的休闲活动充分结合袁通过亲水平台尧

型院在村镇周边营建围村林和防风固沙林袁结合村庄绿化在

有氧健身林带尧层叠花阵建设打造水岸游憩生态区曰结合不
同的水体形态袁营造活水走廊尧露天绿色房间尧生态栈桥尧飘
渺无垠的水体景观袁打造公园休闲生态区[3]遥

村内道路栽植 1 行以上乔木袁在庭院内外闲置区应用乔尧灌尧
花等植物进行立体绿化遥绿化美化型院在营建围村林的基础
上袁以河流水系绿化尧道路绿化尧行道树和街头绿化为支撑

5.5.1 治理模式遥在保护好现有林分的基础上袁采用以枣树尧

点袁按野一村一街一景冶原则进行植物的绿化设计袁打造集旅

桑树尧银杏尧核桃尧日本甜柿等乔木型经济林为主或采用以

游观光尧休闲尧娱乐为一体的风景林带遥果实观赏型院结合沿

白蜡尧白榆尧苦楝尧臭椿尧楸树尧银杏尧栾树等树种为主的 2 种

海生态建设袁适当考虑栽植枣树尧石榴尧杏尧核桃尧梨尧柿子尧

生态防护林形式遥

香椿等经济林木袁将农田林网尧环村林带尧街道绿化不仅建

5.5.2 绿化标准遥按河流等级不同在河流 两侧分 别划定

成绿化带尧景观带袁同时也建成带领农户致富的特色林果带遥

普通河流和干渠两侧林带宽度每侧不低于 50 m遥

[1] 夏润飞袁范春秋袁王永菊.临清市农田林网建设现状及对策[J].现代农
业科技袁2018渊9冤院197.
[2] 徐慧博袁乔红娟.城市道路污染及其绿化防护设计探讨[J].南方农业袁
2018袁12渊25冤院100-101.
[3] 王英.陕南地区河流生态治理与保护利用模式研究[D].西安院西安理
工大学袁2018.
[4] 洪新强.南安市村镇造林绿化建设若干问题探讨[J].防护林科技袁
2015渊2冤院81-82.

生态治理范围袁主要河流两侧林带宽度每侧不低于 100 m曰

5.5.3 植物选择遥主要选用乡土植物树种突出地域特色袁引
入色叶树种尧繁花树种以增加其季相变化袁符合景观生态林
的要求遥
5.6 村镇绿化建设模式
重点推进村内绿化尧围村片林尧农田林网建设遥在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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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积极成立樟子松林示范基地

地樟子松幼林产业发展袁甚至还有外地的商人以承包土地的

横山区樟子松林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袁为了推动当

名义来横山区挖沙毁林袁这种行为是绝对要禁止的遥横山区

地樟子松林产业走出陕北地区袁走向全国袁当地政府应该大

当地政府应该加大巡查力度袁建立村名巡查机制袁通过建立

力推动成立樟子松林产业基地示范区遥通过向全国人民展

奖惩机制来减少毁林挖沙的行为遥通过设立专项的奖金袁奖

现横山区在樟子松林建设上的成果与技术袁为我国其他地区

励举报有价值线索的村民遥对于为获取利益而毁林挖沙的

的防护林建设事业提供示范和优质的科学技术服务体系遥

责任人袁应该给予相应的惩罚遥

通过成立示范基地为当地樟子松产业带来效益的同时袁也

3.3 提高樟子松造林营林效益袁优化产业结构

让更多人了解横山地区的农尧林尧牧尧矿资源袁推动当地经济

当地的樟子松林在科学的种植指导下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发展遥

的成果袁但是在樟子松林中仍然存在部分造林密度不合理尧

4 结语

水量分配不平衡的区域遥对于这部分区域袁应该采用移植或
者适当取材的方式来缩减造林密度袁以平衡水资源[3]遥
由于当地的樟子松林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纯林现象袁一
旦出现病虫灾害袁容易造成大面积传染遥为了减少病虫害的
传染袁应该在樟子松林中引入抗病虫树种袁或者适当加入当
地树种形成杂交林袁以增强樟子松林的病虫抵抗能力 遥
[4]

当地的樟子松林产业结构还是比较单一的袁为了增加樟
子松产品的效益袁当地政府应该主动将樟子松和农业尧牧业
资源混合袁形成多元化产业链袁为农场尧林场尧牧场提供增产
增收的优质服务遥在提高当地农业收益同时袁也提高了当地
的环境建设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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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子松林具有防风固沙的作用袁其幼苗在刚移植之际较
脆弱袁需要细心培育遥只有在当地政府和当地百姓的共同努
力下袁充分了解到了樟子松林的重要性袁樟子松林才能够真
正发挥出优质的防风固沙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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