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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枝对红松生长及结实的影响
姚荣升
渊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袁辽宁丹东 118005冤

摘要 本文在辽宁省东部山区进行红松林修枝试验袁分析了修枝对红松生长及结实量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修剪枯死的侧枝和较少数量
的活枝对红松胸径生长影响不显著袁剪去大量的活侧枝则明显减少了红松胸径的生长量曰剪侧枝对树高生长量无显著影响曰修剪后的试验
林红松结实量较不修剪的对照林有大幅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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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松为松科松属常绿乔木袁适应性强袁用途广泛袁是我
国东北林区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珍贵树种 [1]袁也是目前
东北各地分布较广的主要造林绿化树种之一遥红松木材含
油脂多袁枝条柔软袁自然整枝能力差 [2]遥因此袁修枝对于促进
红松人工林生长及结实尧形成优质果材兼用林有着重要的作

2 结果与分析

2.1 修枝对红松胸径生长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袁只修剪掉枯死枝尧修剪 1/4尧修剪 1/3 处

理的红松林 2 年胸径生长量持平袁修剪 1/2 处理的 2 年胸径
生长量最小遥说明修去枯死的侧枝和较少数量的活枝对树

用[3-4]遥笔者在辽宁省东部山区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试验

干的胸径生长影响不明显曰若是剪去大量的活侧枝袁树干

基地开展了红松林修枝试验袁以期探索修枝对红松生长及

的胸径生长量明显下降遥

结实量的影响遥

2.2 修枝对红松树高生长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试验基地位于辽宁东部山区的
草河口镇境内袁是辽东山区丘陵地带袁属于长白山脉在西南

延伸的支脉或余脉袁平均海拔为 640 m 左右遥属于温带大陆
性气候袁温度低袁雨量大袁冬季干冷袁夏季多雨袁年平均气温

为 6.1 益袁最高气温为 36.1 益袁最低气温为-31.7 益遥无霜期

127.6 d袁年降水量为 926.3 mm袁年蒸发量为 1 072.5 mm袁年
平均相对湿度为 72%遥研究区域土壤为棕色森林土袁土层厚
度为 50~70 cm袁pH 值 5.5~6.5遥该区属长白和华北植物区系

交汇处袁有木本植物 191 种遥森林植被类型是以人工林为主袁
主要有红松人工林尧落叶松人工林尧辽东栎类天然次生林等遥
1.2 试验设计

本研究共设置固定标准地 2 组遥

第玉组设置于草河口镇北沟村袁林龄 15 年袁林分密度

为 2 400 株/hm2袁林木平均胸径 6.7 cm尧平均树高 4.8 m袁郁闭
度 0.8袁地位指数级 14遥修枝强度按修枝高度占树高的比

例袁分别为修剪 1/2渊修掉 4.4 轮活枝冤尧修剪 1/3渊修掉 3.1 轮
枝冤尧修剪 1/4渊修掉 2.7 轮活枝袁包括濒死枝冤和只修去枯死

由修枝后的第 1尧2尧3 年树高变化情况可知袁修枝对树

高生长的影响没有明显规律遥对 4 个不同修枝强度处理第

3年后林木的树高生长量进行方差分析渊表 1冤袁结果表明袁F0.05
渊3袁12冤=3.490 29跃F=0.360 083袁差异不显著遥说明剪去树干
侧枝对于树高生长量无显著影响遥

表 1 修枝后第 3 年林木平均树高生长量
单因素试验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因素 A
误差
总和

平方和
0.004 318 75
0.047 975
0.052 293 8

自由度
3
12
15

均方
0.001 439 58
0.003 997 92

F
0.360 083

2.3 修枝对红松结实的影响

红松具有顶端优势特征袁适当对主梢进行修剪可以促进
形成多主梢的树形结构袁有利于结实 [5-6]遥调查结果表明袁对
红松进行修剪处理后袁可增加雌花量袁进而改变雄雌花比例遥
同时调查结果表明袁修剪后的试验林红松结实量较未修剪的
对照林有大幅提高遥
3 结论与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袁修去已死的侧枝和较少数量的活枝袁对

枝 4 个处理袁每个处理选择 25~35 株树遥

树干的胸径横向生长影响不明显袁若是剪去大量的活侧枝

2 100 株/hm2袁林木平均胸径 13.0 cm尧平均树高为 10.3 m袁郁

长量无显著影响曰修剪后的试验林红松结实量较未修剪的对

第域组设置于草河口镇茳草村袁林龄 22 年袁林分密度

闭度 0.9袁地位指数级 15遥修枝设 4 个处理袁分别为不修枝
渊CK冤尧修去枯死枝尧修去 2 轮活枝及死枝尧修去 3~4 轮活枝袁
每个处理 70 株遥

1.3 调查内容与方法
胸径进行每木检尺袁不整化计算出平均胸径曰树高采用

上树实测袁每株测近 5 年生长量袁每块标准地测 9 株袁用 5 株
标准木的树高平均值作为平均树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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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树干的胸径生长量明显下降曰剪去树干侧枝对于树高生
照林有大幅提高遥张 放等[7]通过对适宜活枝轮数模拟袁制订
出 14尧15尧16 立地指数级 14耀47 龄红松人工林修枝林龄间

隔期及轮数袁可供生产中参考遥红松的侧枝发达尧粗壮且富含
油脂袁自然整枝后会对木材材质产生严重影响[8-9]遥本研究未
对提高红松木材质量和工艺价值展开研究袁只提出在开展间
伐作业时进行适当强度的人工修枝有利于培育大径材尧果材
兼用林遥人工修枝是培育优质红松果材兼用林的一项重要
营林技术手段袁但在生产中仍存在很多问题袁需要进一步
讨论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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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克菌等进行拌种遥
1.5.2 白粉病遥白粉病由子囊菌亚门白粉菌目的真菌引起袁
主要发生在叶尧嫩茎等部位袁初期为黄绿色不规则小斑袁边
缘不明显袁随后病斑不断扩大袁表面生出白粉斑袁最后形成

的区域袁3 年苗木平均苗高生长量可达 270 cm袁平均苗木地
径生长量达 4.5 cm袁因而牛筋条已经成为昆明地区石漠化

区域尧废弃矿山尧困难立地植被恢复及城市景观绿化的重要
树种[7]遥

无数黑斑遥为了预防该病害的发生袁应加强土壤和肥水管

2.1 造林混交模式

剂尧退菌特 800~1 000 倍液或 70%甲基托布津 800~1 000 倍

树种营造乔灌混交林袁或与苦刺尧车桑子尧火棘等营造灌木

1.5.3 锈病遥锈病由病原菌为担子菌亚门冬孢菌纲锈菌目

2.2 选地整地

理袁改善苗木通风透光条件遥发病初期施用 0.5 毅B佴 石硫合
液喷施叶尧嫩茎等部位进行防治遥

牛筋条可与云南松尧藏柏尧墨西哥柏尧滇青冈尧冬樱花等
混交林遥

的真菌引起袁主要危害苗木的叶尧茎等部位遥被害叶片最初

牛筋条是适应性较强的优良造林树种袁对生长环境及

出现黄绿色圆点袁中央逐渐扩大呈现红褐色小疱袁小疱破裂

土壤条件要求不高袁萌发力强袁生长快袁适宜在土壤条件差尧

后露出橙黄色至桔红色的夏孢子堆袁外观似一朵黄花曰有的

石漠化及困难立地等区域造林用遥造林整地时间为造林前
1 个月袁一般 5要6 月进行整地袁整地规格按 80 cm伊80 cm 进

还可在枝干上引起肿瘤尧粗皮尧丛枝尧曲枝等症状袁严重时孢
子堆密集成片袁植株因体内水分大量蒸发而迅速枯死遥加强
苗木管理袁增加通风透光袁防止苗木徒长袁提高抗性袁早春发
现病叶时及时摘除可有效控制病害遥发病季节可喷洒 0.2~

行林地清理袁清除杂草尧石块等袁然后按 50 cm伊50 cm伊40 cm
规格挖植树塘袁表土堆一旁袁种植时与复合肥 100 g 混合后
回入塘底遥

0.5 毅B佴 石硫合剂或 25%粉锈宁 800 倍液进行防治遥

2.3 造林

刺吸式口器对苗木幼嫩部位进行危害遥蚜虫繁殖力尧适应

去掉营养袋袁不要将袋土弄散袁栽植时扶正苗木袁边回填土边

1.5.4 蚜虫遥蚜虫属于半翅目蚜总科的一类植食性昆虫袁用
力强袁并且有些蚜虫还能传播其他病害袁对植物的生长造成
很大影响遥防治蚜虫的主要措施是及时清理病株尧杂草袁利
用害虫趋性使用黄板诱杀袁严重时可用 50%杀螟松乳油

昆明地区选择雨季造林袁造林时间为 6要7 月袁植苗时

用脚踩实袁回填土与地表相平或略低于地表袁再覆 1 层松土遥
可根据不同立地条件和树种混交配置情况袁选择不同的造林
密度遥一般牛筋条与乔木树种混交营造乔灌混交林则株行

1 000 倍液或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1 500 倍液喷洒苗木

距按 2.0 m伊1.5 m袁即造林密度为 3 330 株/hm2曰如营造牛筋

1.6 大苗培育

造林密度为 4 440 株/hm2遥

进行防治遥

为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袁在昆明地区一般选择二年
生苗木进行造林[6]遥经抽样调查袁在富民罗免苗木基地牛筋

条一年生苗木平均高为 22.85 cm尧平均地径为 0.24 cm袁不能

满足造林需要遥培育二年生苗木选用规格为 18 cm伊18 cm 的
营养袋袁11要12 月进行苗木移植袁移栽时先在大袋内装少量

营养土袁然后将撕去营养袋的小苗移入大袋内袁填充营养土

并压实袁浇足定根水袁搭遮阴网遮阳袁15 d 后除去遮阴网袁日
常管护与培育小苗一致遥经 6 月中旬测量袁苗木生长量为平
均株高 70.5 cm尧平均地径为 0.82 cm袁木质化程度明显提高袁
根系发达袁苗木抗性增强袁可出圃造林遥
2 造林技术

自 2015 年以来袁项目组在昆明阳宗海面山尧昆要石高

速公路沿线困难造林地袁选用牛筋条与其他树种混交营造了

逾 66.67 hm2 试验示范林遥经调查袁选用二年生苗木造林袁3 年
平均造林保存率达到 91.5%袁平均苗高生长量为 168.2 cm袁

平均苗木地径生长量为 2.6 cm遥在土层深厚尧立地条件较好
渊上接第133 页冤
4 参考文献

[1] 王勇.疏伐与修枝对人工红松果材林生长与结实的影响[J].甘肃农业
科技袁2016渊6冤院44-47.
[2] 王立成袁王彦丰袁唐源泽袁等.浅谈修枝对红松人工林生长的影响[J].
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袁2011袁34渊3冤院107-108.
[3] 郑雪峰.谈红松天然母树林经营与管理技术[J].农村实用科技信息袁
2012渊2冤院49.
[4] 刘宏伟袁刘冰.红松无性系果林树木修剪试验[J].中国林副特产袁2016
渊5冤院30-31.

140

条纯林或与其他灌木树种混交则株行距按 1.5 m伊1.5 m袁即
2.4 抚育管理

造林后进行封山育林袁严防森林火灾和牲畜危害袁每年

5要7 月进行小块状抚育 1~2 次袁连续抚育 3 年遥抚育时清除
影响幼苗生长的杂草袁结合抚育进行松土和追肥袁每株施
尿素或复合肥 100~200 g遥牛筋条为常绿树种袁枝叶繁茂袁果
实鲜红袁盛果期满枝红果袁加强苗期栽培管理可培植成树

干通直的小乔木或园林造型袁用于城市绿化尧庭院等种植袁
可提升景观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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