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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迹地复绿及更新造林措施
何宇晖
渊兴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袁广东兴宁 514500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火烧迹地复绿及更新造林措施袁具体包括修复火烧迹地尧合理选择树种尧适时栽植和抚
育尧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尧应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尧加大护林巡山力度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火烧迹地更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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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一些原始自然林分中发生了火灾袁导致

行清理袁避免虫害大量暴发遥 同时袁剔除长势弱尧退化

珍贵植被资源遭受破坏袁严重威胁周边群众的生命

的植被袁将火灾中保存完好的树木保留下来袁尤其是

财产安全遥 森林火灾发生原因比较多袁既包括人为因

一些珍贵树种袁一定要重点保护袁避免二次伤害发生遥

素袁也包括自然因素遥 火灾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稳定

对于发生火灾的林分袁只有将烧毁的树木等进行彻

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遥 发生程度轻的火灾袁可烧毁少量

底清理袁才可更好地开展后续的复绿造林更新[5]遥

树木曰发生程度重的火灾袁可烧毁整片森林袁对森林

火烧迹地清理的最佳时间在发生火灾的当年或

生态系统的稳定及发展产生严重的破坏袁影响动植

次年袁不可滞留时间过长袁以免增加火烧迹地上各类

物的栖息环境尧立地条件等袁对生态系统的物质平

杂灌清理难度尧加重病虫害发生遥 火烧程度不同袁清

衡尧能量平衡产生很大的影响

遥 因此袁加大火烧迹

[1-2]

地更新造林意义重大遥

火烧迹地的更新造林周期非常漫长袁需要长期
重视尧及时补救

遥 兴宁市森林资源丰富袁多年来境

[1-2]

内形成的火烧迹地面积较大遥 以该市东部地区永和
镇为例袁当地火烧迹地的海拔为 130耀150 mm袁土壤
类型以赤黄壤土居多袁岩性土也占有少量的比例遥 更

新造林尧提高火烧迹地的复绿效果 [3-4]是森林抚育的
一项重要措施遥 为了加快当地林地生态系统恢复袁需
要采取更新造林措施进行复绿袁减少火灾对人们生
产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遥

1

修复火烧迹地

1.1 火灾后及时清理火烧迹地
在森林发生火灾后袁应对残留的树桩尧树枝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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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力度也不同遥 针对中等程度以上的火烧迹地袁要
开展全面清理遥 针对具有较高保护价值和挽救价值
的树种袁可进行部分清理曰针对未受到损伤尧有保护
价值的树木袁要做好保护工作袁避免二次伤害发生[5]遥

近些年袁永和镇对熙和湾火烧迹地开展了更新

改造项目遥 针对烧毁的桉树进行砍伐清理袁并将清理
产生的树干尧枝丫等全部运到林外曰对于地径逸3 cm尧

未完全烧毁的目的树种袁可在地面上 10耀20 cm 处锯

断袁清理枝丫等[6]遥

1.2 火烧迹地的平整和土壤改良
火烧迹地清理结束后要及时整地袁并对土壤进
行改良袁有效防止水土流失遥 不同的树种袁火烧后的
改良方法有所不同遥 桉树生长对水分需求很大袁长期
种植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土壤保水效果袁导致土壤

何宇晖渊1993要冤袁男袁广东兴宁人袁助理工程师袁

板结袁尤其是经历火烧后袁增加了土壤养分流失程

从事林业科技勘测调查及推广研究尧优质苗木花

度袁加重了土壤板结袁增加了火迹地复绿造林难度[2]遥

草培育等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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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袁桉树生长过程中可产生一类特殊物质袁这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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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会对其他植物生长产生抑制作用遥 因此袁可在整地
的同时将土壤改良剂尧有机肥等按照适当的比例混

苗质量超过 0.5 kg遥

3

合均衡施入袁对土壤的结构尧肥力情况进行改善袁提
高土壤透气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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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栽植和抚育
结合火烧迹地的清理尧整地等情况选择合适的

苗木进行更新造林遥 栽植深度要适宜袁并扶正苗木袁

永和镇在火烧迹地的整地中采取穴垦方式袁在

确保其处于竖直状态袁逐层回填土袁其间轻提苗袁经

造林前 30 d 按照 50 cm伊50 cm伊40 cm 的规格挖明

过适当的镇压袁按照馒头形状进行松土遥 要将营养袋

壤理化性质的改善和土壤肥力的提高遥 按照水平方

土栽植造林遥 造林期间需要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指导袁

向布设种植穴袁具体可结合原来林间的石头尧树木位

确保栽植苗木质量遥 造林后及时开展抚育追肥管理袁

置进行调整遥 回土前先将土壤中的坷垃等敲碎袁并按

具体措施有割灌尧除草尧培土尧补植尧追肥等[5]遥 永和镇

穴袁经过 30 d 左右的自然风化作用袁有利于促进土

照先表土尧后心土的顺序逐层填入袁当填入 1/3 左右
的土时将底肥施入袁与穴土均匀拌和后再继续回填
土袁直到穴中填满遥 底肥以有机肥为主袁也可选择氮尧
磷尧钾含量逸45%的复合肥袁用量为 50 g/穴[5]遥

2

合理选择树种

火烧迹地更新造林树种的选择要求因地制宜袁
以抗逆能力强尧易成活尧有着较好生态景观效果的树

苗外部袋子去除后再栽植袁注意不破坏根系土壤尧带

在熙和湾火烧迹地更新造林项目中袁于苗木栽植当

年 8 月抚育 1 次袁将苗木周边 80 cm 范围内的杂灌
等清理干净袁以苗木作为圆心袁对周边 50 cm 范围内

的土壤按照内浅外松的措施进行松土袁之后回土袁将
苗木根系周围培成馒头状遥 在抚育的同时开展追肥
管理袁施复合肥渊15-15-15冤50 g/株遥

4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种为宜遥 具体来说袁应结合火烧迹地内的土壤环境尧

火烧迹地造林更新过程应不断健全相关制度袁

气候条件尧动植物资源尧耐火性尧火灾受害程度等因

要求相关人员提高责任意识袁将责任明确到个人袁确

素确定树种袁同时要求原来的火烧遗留问题及时得

保责任落实到位遥 相关人员在实地勘察尧技术研究尧

到解决袁不会对更新造林的新树种产生危害遥 树种更

数据分析等多个方面进行合作袁为火烧迹地更新造

新尧配制方式要科学袁选择适合的尧有较高利用价值

林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遥 建立社会监督机制袁设

的阔叶类树种进行混交袁并选择块状混交方式袁或选

置举报电话等袁对更新造林项目进行有效监督袁提高

择经过天然萌芽更新的阔叶类树木与针叶类树木进

火烧迹地更新造林工作效果遥

行科学配置袁效果较好遥 以桉树林为例袁其土壤保水尧

5

应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

保肥能力下降袁林间土壤养分不足袁要求选择长势健

林地发生火灾后袁各生态因子的变化综合表现

壮[1-2]尧对肥力要求不严尧对沙化土壤有一定适应能力

为生态景观变化袁主要体现在林木生长机能恢复尧生

的树种遥

物量增加方面遥 生长机能恢复尧生物量增加与影响特

永和镇针对火烧迹地的更新造林袁选择多种树

征之间联系紧密遥 遥感技术尧地理信息技术是目前火

种进行混交袁形成混交林带袁采取株间混交方式进行

烧迹地更新造林中应用较多的技术遥 通过遥感技术尧

人工造林袁按照 1 335 株/hm2 左右的密度更新袁例如

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袁可以清晰地了解火烧迹地内

选择火力楠尧红锥尧红花荷尧黑木相思按 20颐20颐20颐29

林地情况遥 应用遥感技术袁可以对主导因子的分布

的比例造林遥 更新造林苗木要求健壮尧没有发生病虫

特点尧各因子影响林分的效果尧林木生长状态等进行

害尧一至二年生尧各种检疫证书和生产许可证等齐

快速尧有效的收集尧了解袁为更新造林提供一手资料袁

全尧符合更新造林规格[1袁6]袁以营养袋苗木最好袁其中院

确保火烧迹地更新造林效果遥

红锥尧火力楠尧红花荷等苗木的树高超过 1.5 m尧地径

超过 15 mm袁营养袋苗质量至少达到 2.5 kg曰黑木相
思苗木树高要求超过 50 cm尧地径超过 5 mm袁营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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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巡山护林力度
火烧迹地实施更新造林措施后袁刚栽植的幼苗
渊下转第 121 页冤

潘春辰院田林县实施油茶野双千计划冶的措施及成效
油约 4 150 t袁年产值约 3.31 亿元遥 田林县实现了油

收尧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尧振兴乡村产业为目标袁以实

村袁覆盖贫困户 12 585 户袁覆盖率高达 71.1%袁贫困

升级尧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为重点袁充分发挥资源优

约 5 000 元遥 此外袁田林县还组建了油茶专业合作社

成为田林县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尧实施乡村振兴

茶种植覆盖 14 个乡镇地区袁其中包含 68 个贫困

施油茶精准扶贫尧扩大原料基地建设尧推动产业转型

户油茶种植面积为 6 480 hm2袁实现贫困户户均增收

势袁优化产业结构袁提高发展质量袁将油茶产业打造

20 个袁实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 1 416 元遥 目前袁油

战略的新亮点和建设美丽田林的新名片遥

茶已经成为田林县促进农民增收和经济发展的特色

4

产业遥

[1] 桂林.广西院油茶野双千冶计划助推乡村振兴[J].绿色中国袁

3

结语
实施油茶野双千计划冶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举

措遥 在油茶产业发展过程中袁必须抓住广西实施油茶
野双千计划冶的战略机遇袁结合自身的条件优势来不
断调整尧优化油茶产业发展战略遥 全面实施千万亩油

茶基地尧千亿元油茶产业的野双千冶计划袁扩大油茶种
植规模袁提高油茶的质量及效益遥 以促进农民就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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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莹.火烧迹地造林更新技术探究[J].农业与技术袁2018袁

山护林力度袁保障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遥 在

[3] 陈小雪袁李红丽袁董智袁等.不同造林模式下火烧迹地的

可能会遭到人尧畜的破坏袁因而需要管理人员加大巡

巡山护林过程中袁可以依照相关制度明确森林管护
的范围尧职责等袁同时加大监督力度袁采取有效的管
理措施袁如有必要可进行封山育林遥 封山育林期间袁
封山区域内禁止放牧尧开垦等农事操作袁以提高造
林保存率袁为火烧迹地内植被的快速恢复创造良好
的条件[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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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状况袁避免人为原因对独叶草生长繁育的不良
影响袁建议相关部门在旅游区规划建设时袁避开独叶
草种群生活环境[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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