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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地区林业造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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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阜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袁造林难度较大遥基于此袁本文总结了阜新地区林业造林技术袁主要包括树种选择尧整地和造林 3 个方面
内容袁以期为提高造林成活率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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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袁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在经

2 整地

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袁林业生态建设是森林资源可持

整地要求提前开展袁其主要作用在于改善土壤条件袁提

续发展的重点袁因而在环境保护和生态管理方面投入了大

升土壤存水能力和疏松性袁为后续的施肥活动提供准备袁同

量的财力和物资遥如三北防护林尧退耕还林等工程的实施袁

时杀灭可能威胁树木幼苗成长的病虫害遥阜新地区造林有不

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环境污染压力袁为提高生态环境带来

利条件袁较差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树木幼苗期存活率袁其中核

一定积极作用遥然而袁以阜新地区为例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心因素为水资源缺乏遥建议在整地过程中袁常规进行土地翻

林业质量问题袁亟待继续解决遥

松处理遥同时袁在林地边缘设置沟渠袁沟渠要求最大限制接

阜新为辽宁省地级市袁位于辽宁省西部袁境内多山地袁
自然条件相对不够理想袁风沙天气普遍袁环保和绿化工作形

近水源地袁深度在 1.0~1.2 m 范围内袁宽为 1.5 m 左右袁支渠

势严峻遥20 世纪早期袁阜新开始出现草场和林地严重退化问

求遥因此袁可选择水平整固法尧横沟整固法等方式袁进行土壤

题遥同时袁阜新地区存在较多山地袁水力资源也不完全理想袁

存水尧存气能力的优化遥考虑到阜新地区土壤贫瘠情况较明

土质相对疏松尧存水能力较差尧土壤贫瘠袁草本尧木本植物的

显的特点袁一般可借助横沟整固法袁尝试提升大范围内的存

生长均较为困难遥在建国后的林业资源尧土地资源普查中袁

水能力袁不额外对突然存气能力进行改造遥

的规格略小于沟渠袁以能够有效进行水资源的引流为基本要

阜新地区绿化工作被重视袁成为辽宁地区整治的重点区域遥

从时间上看袁晚秋尧冬季和早春不适合整地遥一方面阜

普查结果表明袁当地大型植被以针叶林为主袁另有草地尧灌

新地区纬度较高袁上述时节土地硬度高袁无法进行有效翻整曰

木袁覆盖率相对较小[1]遥从宏观层面上看袁阜新地区进行造林
的难度较高袁主要有 3 个方面原因袁一是自然条件恶劣袁难
以扭转曰二是可选植被类别较少袁无法构建多样化的立体绿

另一方面上述时节降水相对不足袁无法在完成整地后直接进
行绿化工作遥因此袁整地一般在春末尧仲秋之前开展袁可在得
到气象信息尧确定将出现降水后袁开始整地工作遥处理杂草尧

化模式曰三是不同植被成长期重叠袁面临幼苗期养分争夺的

翻松土地使土壤内的含水量增加袁提升存水能力遥1 年后袁进

局面遥在不考虑资金尧人力支持的条件下袁如何应对自然环

行二次整地袁处理方式与初次整地相同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境的困扰袁是阜新地区造林工作的首要问题遥现将阜新地区

下袁要求整地活动尽量避免损坏现有绿化植被遥

林业造林技术总结如下遥
1 树种选择
阜新地区造林工作存在环境问题袁这对造林选种工作提
出了直接要求袁建议在具体工作开始前进行筹划袁以科学的
方案指导选种活动遥首先袁建议结合地区自然条件特点袁选
取耐寒尧耐旱林木为主袁如针叶树木尧低矮灌木等遥其次袁还
要求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遥可选取具有经济价值的
油松尧果松作为高大木本植物袁进行大范围的山体绿化曰另
外袁以沙棘尧刺槐等进行山体边缘地区绿化曰以能够应对风
沙破坏的灌木进行道路和市郊绿化遥在绿化方案拟定的过程
中袁应强调树苗价格分析尧植被搭配方案完善袁以高大木本
植物尧低矮灌木和草本植物搭配的方式袁完成山区尧居民区
边缘的绿化遥对于存在坡度大尧蓄水困难的区域袁要求以种
植具有理想蓄水能力的高大木本植物为主袁选取成长需水量
低尧蒸发量少的树木进行早期绿化遥当对应区域环境初步改
善后袁再选取其他常绿乔木尧树木进行补充[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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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造林

3.1 造林时间
应适应树苗生长的季节袁并根据所选树种的习性和当地
的气候环境选择造林季节[3]遥阜新地区可在春尧夏尧秋季开展
造林工作袁但由于春季气候比较干燥袁造林应在 4 月初左右
最为适宜袁夏季为雨季遥雨后第 1 次透雨之后袁要及时造林遥
秋天通常从十月中旬开始造林遥
3.2 造林方法
在确定造林时间后袁应当选择相对应的造林方法遥目前袁

常用的造林方法包括植苗造林尧分植造林和播种造林 3 种
方法袁每种造林方法都要合理选择对应树种和周边环境[4]遥

在进行造林期间袁也要对实际出现的状况和地域环境做出改
变遥比如袁在阜新地区要以植苗造林为主袁也可以辅助以穴
植法和营养杯栽植的方法进行造林遥
3.3 造林密度
良好的经营条件可以实现均衡的密度分布袁而经营状况
不善会导致密度过于集中袁进而影响树木的成长遥随着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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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多雨袁杂草滋生袁要锄地多次袁避免杂草与牡丹争夺肥料袁

病尧灰霉病尧立枯病尧蝼蛄尧蛴螬尧金针虫尧地老虎等遥开花后

有利于杀菌尧促进土壤风化尧增加肥力遥

害叶片袁药效一般维持 14 d 左右袁连喷 2耀3 次遥5 月下旬袁可

影响牡丹的生长遥入冬前袁牡丹行间注意深翻土壤约 20 cm袁
2.5.2 肥水管理遥牡丹喜肥袁充足的养分供应是牡丹丰产栽
培的基础遥若栽植两年生苗袁在栽植后的第 1 年可不施肥遥
从次年开始袁每年需要追肥 3 次遥第 1 次在 3 月下旬袁追施
氮磷钾比例为 2颐2颐1 的多元复合肥 225~300 kg/hm2遥第 2 次
在 5 月中旬袁此时花开消耗养分袁花后叶片正值发育袁花芽

开始分化袁施用油用牡丹复合肥 1 125 kg/hm2 左右遥第 3 次
在 11 月上旬入冬前袁施用有机肥 2 250~3 000 kg/hm2袁同时

还需施用复合肥 600 kg/hm2袁既可提高土壤肥力袁又有助于
牡丹的越冬保护遥小植株的牡丹可于株间穴施或行沟施袁多
年生的大植株可用撒施袁然后将肥料翻入土壤中遥施肥应结

14 d袁可喷施 0.5%石灰等量式波尔多液杀菌剂袁防止病菌侵
喷施百菌清和瑞毒霉可湿性粉剂混合的杀菌剂 1 次袁以有
效防治牡丹叶斑病等病害袁15 d 后可喷 1 次铜尧锌等量式波
尔多液保护剂袁效果更佳遥7要8 月袁可选用托布津尧多菌灵尧

百菌清尧粉锈宁等杀菌剂喷施袁一般 9 d 左右喷 1 次袁连喷

3耀4 次遥如果发现有金龟子等食叶害虫时袁可适量加入氯氰
菊酯类杀虫剂遥10 月下旬会有干枯叶片下落袁应及时清扫田

园袁将落叶集中烧毁或深埋袁可用 5 毅B佴 石硫合剂或 70%甲
基托布津 1 000 倍液喷洒全株进行防治袁以降低次年的病虫
害的发生遥
3 结语

合浇水进行遥油用牡丹的根属于肉质根袁抗湿能力较低袁需

在脱贫攻坚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袁全国各

要保证土地排水通畅袁避免积水遥在雨季时应注意及时排除

地都在调整产业结构袁种植油用牡丹的生态效益也日益突

水沟淤泥袁受害植株应剪去腐烂部分再行栽植遥生长期如遇

出遥油用牡丹产业符合中央的扶贫政策袁符合贵州建设生态

到干旱天气应及时浇水袁但注意不宜过多遥夏季应在早晚时

绿色强省的要求袁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遥

浇水袁春季及初冬浇水应在天气暖和时进行遥
2.5.3 整形修剪遥为了使植株保持均衡适量的枝条袁减少病

病害的滋生袁从定植后第 2 年春季开始可对油用牡丹整形修
剪袁根据苗的密度尧枝条强弱尧灵活端芽体袁或者从近地面 3~

5 cm 处的腋芽上留 1 cm 平剪袁促使萌芽分枝增多袁增加产

量遥栽植 3 年以上的苗袁采取春季抹芽尧秋季剪枝的方式袁及
时旋钮主枝袁形成适度开张且较为牢固的丰产树型遥每株选
留 3~4 个主枝袁在主枝上逐年增加侧枝袁每株花枝数视生长
空间保持在 12~15 个遥
2.6 病虫害防治

油用牡丹栽植地的病虫害主要有根腐病尧褐斑病尧叶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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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袁造林技术越来越发达袁利用新兴的造林技术袁比如
保水剂尧抗旱造林粉和蓄水渗膜等造林技术袁能够有效减少
造林密度对树木造成的不利影响袁进而增加经济效益遥
4 结语
总而言之袁阜新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恶
劣袁再加上长期的水土流失袁导致阜新地区荒山贫瘠遥为了
实现高效的造林工程袁不仅需要注重树苗和树种的选择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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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种植的地区尧手段和技术袁因地制宜袁才能实现阜新
地区林业产业快速健康的发展袁促进林业经济的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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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移栽遥为便于集约经营袁选择坡度较缓尧土壤疏松肥沃尧

升高袁可以增大棚内的通风量和通风时间遥4要5 月皖南山区

挖穴规格 40 cm伊40 cm伊35 cm袁施足基肥遥移栽时间以 2 月

喷 1 次多菌灵溶液防止病害发生袁连喷 2 次遥随着气温逐渐
一般是雨季袁要防止圃地内积水袁经常观察袁及时排水遥

5 月下旬于阴天傍晚去除大棚塑料薄膜袁及时搭盖遮阳

网袁6要8 月是伏旱期袁只要发现袋内的营养土发白袁就要及
时喷水抗旱遥利用处理后的营养土播种杂草较少袁当有少量
杂草生长时袁可手工拔除袁又因营养土中掺入细河沙袁所以
营养袋中的营养土不易板结袁无需松土遥苗木生长至 3~4 片
真叶时袁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速效肥袁以保证苗木生长所需遥
2.6 移栽

苗高 25 cm 以上即可移栽培育大苗或造林袁可带袋带土

170

土层厚度 80 cm 以上的畦地栽植为好袁株行距 2.5 m伊3.0 m袁

下旬至 3 月中旬为宜袁栽植时要做到苗正尧根舒袁苗木栽植
后要经常除草和施肥袁保证苗木旺盛生长袁尽快成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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