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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地区枫杨造林关键技术
孙月梅
渊芜湖市湾沚区林业服务中心袁安徽芜湖 241100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枫杨的习性特点与主要价值袁阐述了芜湖地区枫杨造林关键技术袁具体包括选种尧繁殖尧
整地尧栽培以及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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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杨也称为白杨尧大叶柳袁是一种株高可达 30 m

的大乔木遥 枫杨在国内分布广泛袁是生态型尧经济型
人造林中的常用树种遥 枫杨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袁广泛

复叶袁长度 8~16 cm袁叶柄有短毛袁而小叶并无叶柄遥

通常来说袁枫杨生长区域海拔高度不超过 1 500 m袁
主要分布在沿溪涧河滩和阴湿山坡地袁在亚热带尧暖

应用于华东尧华北尧华中地区的人工造林领域遥 芜湖

温带最为常见遥 在我国华北尧华中尧华东以及西南地

位于长江下游袁是安徽省地级市袁地处亚热带湿润季

区都分布有枫杨林遥 枫杨林地大多拥有深厚尧肥沃尧

风气候区袁在地貌上属于平原地带袁但也散落着零星

湿润的土壤袁雨量充沛袁阳光充足袁气温适宜袁能够充

的丘陵袁因而地貌类型多样遥 芜湖地区水网密布袁河

分满足枫杨的喜光性和深根性遥 枫杨对二氧化硫或

湖充足袁平原尧洼地尧山地尧丘陵皆备遥 受季风气候影

氯气等有害气体的抗性较弱袁易出现掉叶或死亡情

响袁当地四季分明袁全年光照充足且降雨充沛袁年平

况[2]遥 枫杨生长过程呈现前慢后快的特点遥

均气温 15~16 益遥 芜湖地区植物资源丰富袁拥有大量

1.2 主要价值

用材树种和药用植物遥 当地十分重视林业产业发展袁

1.2.1 观赏价值遥 枫杨可用作庭院树尧行道树袁树体

在政府主导下林业产业实力不断提升袁大量新锐企

通直粗壮袁树冠丰满袁枝叶茂盛袁可开花结果袁适应力

业脱颖而出遥 目前袁芜湖地区林业生态建设相对完

极强袁可为人们提供多元化观赏体验遥 因此袁采用枫

善袁森林经营水平也持续提高袁造林规模连年扩大 遥
[1]

杨开展小区尧公园尧庭院尧乡村绿化十分可行遥

实践发现袁 在芜湖地区以枫杨为基础进行造林十分

1.2.2 生态价值遥 枫杨的深根性尧耐水湿特点使其在

可行遥 为保证枫杨造林成活率袁林业工作者需结合地

涵养水源尧保持水土方面具有极强的优势袁将其种植

域自然条件袁深入研究造林技术袁强调造林关键技术

于低洼湿地或河流沿岸袁能切实提高土壤稳定性袁发

选用的适宜性袁从植树造林的各个环节着手袁着力提

挥护岸防浪尧截留雨水尧防风固堤的作用遥 枫杨还具

升阶段性工作质量遥

备良好的净化能力袁可用于修复富营养化水体袁有效

1

枫杨的习性特点与主要价值

1.1 习性特点

净化空气袁造林后可展现多元生态价值遥
1.2.3 经济价值遥 枫杨浑身是宝袁树根尧树皮尧树叶尧

枫杨幼树有浅灰色平滑的树皮袁老树树皮具有

树枝尧果实都可用作工农业生产原料曰枫杨林能为纺

深纵裂的特点遥 枫杨树叶大多为偶数或稀奇数羽状

织业尧农具家具制造业尧食品加工业尧酿酒业尧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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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袁从事营造林尧林业工程建设尧林业技术推广尧
森林资源管护等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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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业提供原料曰枫杨的树皮与树叶皆可入药袁其中
枫杨树皮在消炎止痛尧灼伤治疗尧清热解毒尧鱼病治
疗和植物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均有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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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选种
结合当地自然条件袁选择合适的母树袁并做好优
良种子采集工作遥 通常来说袁枫杨良种应该取自十八

大于 3 cm袁浸泡时间控制在 2 h遥 而后袁可在宽度为

1 m 的高床上扦插袁株行距为 10 cm伊20 cm袁地面以
上的插穗长度应控制在 3~5 cm遥扦插后袁应先浇透水

再喷洒杀菌药剂袁然后通风尧调节湿度袁在第 15 天完

至二十年生的健康母树袁被选枫杨应该具有无病虫

成叶面追肥遥 应注意的是袁移栽插穗前袁需要进行炼

害尧冠叶饱满尧枝干通直的特点遥 9 月上中旬最适宜

苗袁重点调节湿度遥

采集树种袁即从树冠中采集饱满尧健康尧优良的树种袁

2.3 整地

并对其进行集中处理遥 例如院利用干燥技术降低枫杨

芜湖地区春秋季皆有充足降水袁且光照充足尧温

树种的含水率袁使其低于 15%曰利用筛分技术去除树

度适宜袁因而春秋季都可以播种枫杨种子遥 枫杨的最

种的种翅袁分离种子与杂质曰运用沙藏渊沙子和种子

佳种植地点是平原袁丘陵也可种植袁但从整体特点来

的比例为 3颐1冤技术保存树种遥 枫杨造林工作者可以

看袁枫杨林所在区域的土壤大多为营养丰富尧土层深

将当年采集的树种直接播种到土地中袁也可以在第

厚尧湿润度高且透气排水性良好的优质土袁种植枫杨

2 年开春时选用沙藏树种造林遥

林的地块也大多具有平坦尧水源充足尧背风向阳的特

2.2 繁殖

点遥 基于此袁芜湖地区枫杨造林工作者也应该结合上

芜湖地区枫杨造林繁殖技术既可以采用扦插繁

述特征袁选择适宜的沙壤土遥 整地时袁相关人员应注

殖方式袁也可以采用装有营养土的容器育苗繁殖方

重施肥和挖穴遥 一是采用撒施农家肥尧基肥等方式提

式遥 现以扦插繁殖为例袁对枫杨造林的繁殖技术要点

高土壤肥力袁并通过翻垦提高土壤透气性遥 二是从枫

进行简述遥

杨生长特性尧根系发展需求和成林密度控制等方面

目前袁枫杨扦插繁殖主要分为嫩枝扦插和硬枝

进行充分考量袁做好挖穴尺寸设计袁严格控制种穴质

扦插 2 种袁二者皆可实现有效育苗袁但从整体效用来

量[4]遥 将枫杨种穴长宽都控制在 60~80 m袁挖掘长方

看袁硬枝扦插的效果好于嫩枝扦插遥 相关工作人员可

形或正方形的种穴遥 为避免相邻枫杨出现根系发育

以根据林区所在地尧繁殖时间尧成本技术等因素进行

冲突袁种穴之间的预留间距需控制在 3~4 m遥

综合考量袁选出最适宜的扦插原料遥 在芜湖地区袁若

2.4 栽培

选择春播方式播种枫杨树种袁 那么枫杨造林工作者

2.4.1 栽植技术遥 栽植枫杨种苗时袁相关工作人员需

需要将扦插繁殖日期定在 3 月中下旬袁以阴天或清

要考虑交通便捷性尧施肥与灌溉便利性袁并且严格按

晨傍晚最为适宜[3]遥 通常来说袁用于扦插繁殖的枫杨

照提前规划好的种穴栽植遥 鉴于枫杨侧枝发达的特

枝条应该从发育良好且形状美观的枫杨母树上获

点袁栽植环节需严格控制造林密度袁强调造林流程管

取遥 可选定无病虫害尧树干挺直尧树冠丰满尧树枝饱满

理遥 春季造林环节袁枫杨造林工作者应践行深栽原

的十至十五年生枫杨母树袁剪切树上的一年生枝条

则袁确保枫杨种苗的根部能够深入土壤且保持舒展曰

渊直径为 1.5~2.0 cm冤作为扦插原料遥被剪掉的枝条不

针对枯梢情况袁相关工作人员应采取先栽后截干或

可直接用于扦插袁枫杨造林工作者必须对其进行剪

先截后栽等方式提高苗木成活率遥 栽植枫杨时袁所有

切袁以顶芽 1 cm 以上位置为上切口袁以芽基膨大处

工作都必须严格依照规范开展袁操作人员应避免伤

穗长度控制在 15 cm 左右曰为保证下切口完好袁可采

2.4.2 管护技术遥 合理运用管护技术袁既可以提高枫

45毅角为下切口曰剪切时上下剪口必须保持平滑袁插

害种苗或出现歪种尧错种等情况遥

取斜剪方式作业遥 获得插穗后袁需要采用生根粉水溶

杨造林成功率袁又能增强枫杨林的观赏价值遥 在实际

液对其进行浸泡遥 在通风条件良好尧阴凉避风且光照

作业环节袁枫杨造林工作需要从整形与修枝两方面

充足的室内条件下袁采用 50 mg/L 生根粉水溶液浸泡

着手遥 枫杨种苗成功栽植后袁初期生长慢袁后期生长

插穗下切口遥为保证浸泡质量袁插穗的入水深度必须

快袁为避免枯枝烂叶阻碍枫杨正常生长袁枫杨造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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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需要定期修剪树木遥 通常来说袁整形修剪应该保

是剪枝袁若树木病情严重可直接砍掉遥 针对虫害袁枫

主干尧留大冠袁被修剪的部分大多为枫杨侧枝和枯

杨造林工作者应根据虫害类型选用适宜的防治方

枝遥 若枫杨分枝速度过快袁则需要提高修剪频率遥

法遥 比如院以人工捕杀或放置虫类捕杀器的方式消除

修剪枫杨时袁操作者应贴近树干作业袁尽可能缩
小伤口袁保持平滑袁避免留下茬口袁使其难以愈合遥 此
时袁可采用疏剪和短截 2 种方式作业遥 当枫杨进入快

天牛曰以喷洒 2.5%溴氰菊酯 5 000 倍液方式防治食
叶害虫遥 此外袁在防治虫害时袁枫杨造林工作者必须

有效区分成虫和幼虫袁并根据虫害的具体阶段做好

速生长阶段袁分枝速度加快尧竞争枝不断增多会导致

针对性防治遥

枝条分布不均匀袁这不仅会使枫杨的外形美观度下

3

结语

降袁也会影响植株健康遥 为此袁枫杨造林工作者应以

综上所述袁芜湖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袁十

主枝健康生长为目标袁进行整形修剪袁严格控制树冠

分适合枫杨林生长遥 当地开展枫杨造林需采取的关

形状尧侧枝数量遥 枫杨造林工作者可在造林后 1~3 年
进行修枝袁此时修枝重点在于疏除竞争枝尧增加光合
面积曰其后 2 年的修枝重点为降高袁即通过修枝使冠

干比超过 2/3曰造林 6 年以后袁每次修枝都可将其修
剪至树高的 1/2 处遥

2.5 病虫害防治

枫杨林常常出现茎腐病尧褐斑病尧白粉病尧丛枝

键技术包括选种尧繁殖尧整地尧栽培和病虫害防治等遥
在实际作业环节中袁枫杨造林工作者需要明确各阶
段的技术应用要点袁切实保证技术应用质量袁保障技
术落实环节的有效衔接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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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尧光肩星天牛尧蚜虫等病虫害遥 因此袁加强病虫害防
治技术的合理运用具有重要意义遥 针对枫杨常见病

[2] 刘润红袁姜勇袁常斌袁等.漓江河岸带枫杨群落主要木本

植物种间联结与相关分析[J].生态学报袁2018袁38渊19冤院

害袁相关工作人员可通过提高施肥合理性尧保持病枝
清除技术性等物理手段进行预防曰也可以通过喷洒
化学药剂消除病症遥 在此环节袁需要重点关注丛枝
病遥 这种病害具有传染性袁若未及时发现并处理容易
传染其他树木遥 针对此类病害袁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就
渊上接第 111 页冤

性的病虫害预防机制袁采用科学防治手段袁减少苗木

病虫害威胁遥 二是在防治病虫害过程中袁应根据不同
类型的虫害及病害袁采取针对性方法袁比如喷无公害
药剂尧捆草把尧人工剪除枝条[4]等遥 三是在防治病虫害
过程中要避开炎热干燥天气袁选在阴天尧无风时喷洒
杀虫剂袁避免阳光曝晒导致药剂蒸发袁避免降雨天气
喷洒药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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