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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学

霍山县杉木用材林经营措施探讨
刘 敏
渊安徽省霍山县单龙寺镇林业站袁安徽霍山 237200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霍山县林业资源现状袁从经营周期尧林地选择尧造林措施尧培育措施尧采伐更新等方面分别总结了杉木国家储备林和
杉木一般用材林的经营措施袁以期为霍山县杉木用材林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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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近年来把林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袁随着县域经

2.3

造林措施

济的快速发展袁全县对林业与环境的认识极大提高袁重视程

本类型林分主要是以现有林分为基础袁采用目标树经营

度更大袁建设要求也更高袁林业产业发展迅速曰林农从经济

法袁通过选育目标树要择伐达到目标胸径的目标树要再补

结构调整与发展中受益袁激发了群众的热情袁发展意识强烈遥

充选育目标树要再择伐的方式不间断地获得杉木大径材袁

目前袁杉木用材林经营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遥本文探讨了

同时对择伐形成的林窗采取补植结合选育林下乡土树种幼

杉木用材林经营措施袁以期为霍山县林业发展提供参考遥

树尧幼苗方式进行更新袁最终形成复层异龄的杉木近自然林

1 霍山县林业资源现状

或杉阔混交的近自然林[1-2]遥补植树种以阔叶树为主袁部分为

霍山县位于安徽省西部袁境内山峦连绵起伏袁地形复杂
多样袁自然条件优越遥霍山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压袁气候
温暖湿润尧四季分明袁雨量充沛袁土壤深厚肥沃袁水尧土尧气尧
热条件适中袁适宜多种树种生长袁林分生长快袁有利于项目
的顺利实施袁可确保高起点和高质量遥
霍山县植被属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袁其地
带性植被是以栓皮栎尧麻栎为主的落叶阔叶树以及青冈尧

针阔混交袁苗木标准应为玉级苗尧根系发达尧无病虫害遥采用
穴状整地袁植穴规格视苗木大小设计为 40 cm伊40 cm伊30 cm
至 60 cm伊60 cm伊50 cm曰补植密度视林窗情况设计为 300~

600 株/hm2遥补植后应连续抚育 3 年袁前 2 年每年抚育 2 次袁

分别在 5要6 月和 9要10 月曰第 3 年抚育 1 次袁在 5要6 月进

行遥 补植树种当年成活率应达到 85%以上袁3 年后保存率
应跃80%[3]遥

苦槠为主的常绿阔叶树混交林袁但绝大部分原生植被已被次

2.4 培育措施

和农作物为主袁兼有经济林尧灌木林和草本植物曰海拔 700~

隔行进行 1 次机械疏伐袁伐后保留林分郁闭度不低于 0.6曰

为主曰海拔 1 200 m 以上多为山地矮林和常绿灌丛袁间有部

1 次生长伐遥生长伐采用林木分类法渊目标树尧干扰树尧辅助

生植被所替代遥其中袁海拔 700 m 以下以马尾松尧杉木尧毛竹
1 200 m 则以地带落叶阔叶和次生灌丛尧黄山松尧杉木尧茶等
分高山草甸植物遥

霍山县土地总面积为 204 570 hm2遥其中袁林地面积为

154 954 hm2袁占土地总面积的 75.7%袁森林覆盖率 75.01%袁

活立木蓄积量 5 131 140 m3遥林业用地中袁有林地 143 304 hm2
渊其中用材林 83 449 hm 袁防护林 32 885 hm 袁特用林 296 hm 袁
2

2

2

薪炭林 3 190 hm 袁竹林 20 195 hm 袁经济林 3 289 hm 冤袁占林
2

2

2

地面积的 92.5%曰疏林地 32 hm 袁占林地的 0.02%曰灌木林地
2

10 425 hm 袁占林地的 6.7%曰未成林造林地 173 hm 袁占林地
2

2

的 0.11%曰无立木林地 1 008 hm2袁占林地的 0.65%曰苗圃地
12 hm 遥
2

2 杉木国家储备林经营措施

2.1 培育目标和经营周期

已设计为国家储备林袁今后以培育胸径逸35 cm 的杉木

大径材为目标遥根据叶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曳渊GB/T 1833
7.3要2001冤袁杉木国家储备林经营周期为 36 年遥

2.2 林地选择

林地应选择划定的杉木水源涵养林中坡位中下坡尧阴

坡尧坡度 35毅以下尧土层深厚尧土壤通气性能较好尧立地条件

杉木幼龄期当林分郁闭度达到 0.8 以上时袁应按隔株或

杉木中龄林尧近熟林在林分郁闭度达到 0.8 以上时可各进行

树尧其他树袁林木分类方法参见叶安徽省森林抚育技术导
则曳冤袁选择和保持目标树 390~450 株/hm2袁采伐干扰树袁必要
时可采伐部分其他树袁伐后保留林分郁闭度不低于 0.6遥疏
伐及生长伐强度根据抚育采伐作业设计调查结果及叶安徽
省森林抚育技术导则曳中杉木林分合理密度控制表而定袁
但不得跃15%遥本类型林分如造林树种保存率约80%且低于
造林合理密度的幼龄林尧林分郁闭度低于 0.5 或存在林隙尧
林窗尧林中空地的中尧近熟林时需进行补植遥对遭受病虫害尧

火灾及雪压尧风折等严重自然灾害袁病腐木已达 10%的林分
进行卫生伐[4]遥

2.5 采伐更新

采用低强度更新择伐方式袁更新采伐年龄为 36 年遥每

次采伐达到目标胸径的目标树袁但是采伐强度不得超过伐前
林木蓄积的 15%袁伐后郁闭度不得低于 0.6遥伐后在形成的

林窗中袁适当通过补植方式进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袁补植及
更新树种应以乡土树种或珍贵树种为主袁如檫木尧木荷尧毛
竹尧枫香尧枫杨尧乌桕尧鹅掌楸尧朴树尧榆树尧黄连木尧三角枫尧
榉树尧银杏尧白玉兰尧黄山栾树尧香樟尧楮树尧青冈栎尧苦楝尧香

好尧有培育杉木大径材潜力且造林尧抚育不易造成水土流失

椿尧臭椿等袁应根据具体情况结合树种的耐阴性进行树种

以及对环境构成其他不良影响的地段遥

选择[5-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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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香院封山育林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的运用
刺乔灌木等遥三是人工巡护遥封山育林的区域一般面积比较

政府重视尧群众拥护配合的制度遥对封育区进行分块袁营建

大袁不能仅靠群众的自觉性袁必须根据面积安排一些护林员

起野块块有人管冶的模式袁由县级到户逐层落实责任袁确保责

加强日常巡护袁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设专门的护林员袁

任落实到位遥

也可以聘请群众兼职护林员工作袁 必要时可在林区内设置

4 结语

一定关卡袁阻拦封育期内入山的群众遥
3.2 政策措施

经过多年努力袁繁昌县生态系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
善袁但是恢复生态环境的任务还很艰巨袁在当前投资相对不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遥各级政府要重视封山育林在林业生

足的情况下袁开发立体条件差的荒山等地域难度大遥因此袁

态工程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性袁认识到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尧利

依靠森林的自然恢复能力实施封山育林对修复生态系统有

于林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措施遥结合其他地区封山育林

积极的作用遥各地的成功经验表明袁封山育林具有投资成本

的经验袁适地采取以封为主尧封育结合的林间管理措施遥要

低尧植被恢复效果好尧经济效益高等优点袁是繁昌县等山区

将相关的责任落实到位袁各级领导签订责任状袁将封山育林

恢复生态系统的优先选择遥

的成效纳入干部考核范围中遥二是科学规划遥实施封山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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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旬各中耕除草 1 次袁除草以后对苗木可适当扩穴袁如果栽

厚尧温暖肥沃的阳坡山地袁坡度在 5毅~30毅之间的杉木主伐

伐强度以 20%~30%为宜遥如果培育大径材袁栽植苗木的保

之前必须进行科学规划袁严格结合国家对封山育林的要求袁
按照生态公益林地区划尧规划尧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尧设计的
程序等方面进行规划袁且封育林地的立地条件不同袁采取的
封山育林措施也有所区别袁要因地制宜遥三是建立严格的规
章制度遥实施封山育林必须建立严格的奖惩措施袁并结合当

余地块都可以栽植南酸枣遥皖南山区休宁县选择在土层深
山场造林遥在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袁苗木未萌动前栽植袁栽植
采用挖栽植穴袁穴规格一般 50 cm伊50 cm伊40 cm渊长伊宽伊

深冤遥栽植株行距 4 m伊4 m袁栽植密度 1 200~1 500 株/hm2袁也
可以根据山地情况适当栽植遥栽植要选择阴雨天气袁采用裸
根苗栽植时袁要在底部打上泥浆袁真正做到当天起苗当天栽
植袁晴天和阴天不栽袁不宜假植苗木袁栽植深度应超过根颈

4 cm袁切实做到苗正根舒遥2011 年在皖南山区栽植的南酸枣
苗木成活率达 96%以上遥

苗木栽植成活后至林木郁闭前袁每年 5 月下旬和 8 月

植密度过大袁可以在栽植后 6~7 年对苗木进行 1 次间伐袁间
留密度以 600 株/hm2 为宜遥休宁县南酸枣栽植 25 年后可进
行主伐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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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袁病腐木已达 10%的林分需要进行林分抚育遥抚育间

3.1 培育目标与经营周期

间伐间隔期一般为 5 年遥

3 杉木一般用材林经营措施
以培育杉木中小径材为目标遥根据叶安徽省森林资源规

划设计调查实施细则曳袁杉木一般用材林经营周期为 26 年遥

3.2 林地选择

杉木大径材用材林林地选择立地条件较好尧生产力较

伐强度为总株数的 15%~20%袁伐后郁闭度不低于 0.6曰抚育
3.5

采伐更新

杉木大径材用材林主伐采伐方式小块状皆伐袁主伐年龄

为 26 年遥每次皆伐面积控制在 5 hm2 以下袁伐后人工更新袁
更新树种毛竹尧檫木尧木荷尧枫香尧枫杨尧乌桕尧鹅掌楸尧朴树尧

高尧地势较平缓尧造林和抚育不易造成水土流失以及对环境

榆树尧黄连木尧三角枫尧榉树尧银杏尧白玉兰尧黄山栾树尧香樟尧

构成其他不良影响的地段遥

楮树尧青冈栎尧苦楝尧香椿尧臭椿等遥

3.3 造林措施
植苗造林树种以阔叶树为主袁部分为针阔混交袁苗木
标准为玉级苗尧根系发达尧无病虫害遥穴状整地袁植穴规格
60 cm伊60 cm伊50 cm袁造林密度 4 500~9 000 株/hm2遥造林后
连续抚育 3 年袁前 2 年每年抚育 2 次袁分别在 5要6 月和 7要

8 月曰第 3 年 1 次袁安排在 5要6 月进行遥
3.4 培育措施

林分郁闭度 0.8 以上袁林木分化明显袁林下立木或植被

受光困难的林分或遭受病虫害尧火灾及雪压尧风折等严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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