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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秋季造林不仅是维持生态环境平衡的根本,也是目前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近几年,随着林业生态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传统造

林技术有了新的突破,秋季造林规模逐年增加。由于秋季造林是利用秋末冬初,气温逐渐降低,树木生长缓慢的有利时机开展的营林方式,具有适
宜时限较长的优势,有利于提高苗木成活率,减少成本,又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便于安排生产。基于此,本文对秋季大苗造林技术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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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造林工作都是在春季的4月底扫尾,苗木对养分需求量较大,

(2)秋季造林持续的时间比春季长,和春季大量集中用苗相比,苗木相

而此时苗木原有储存的养分又基本被新生芽叶所吸收,根部养分供给还不

对充足,选择优质苗木的余地大,而且这一时期错开了农忙时节,劳动力相

能顺利续接,苗木成活率低。而秋季造林是在秋季土壤尚未上冻之前进行

对充足,可有效地避免春季造林大忙时期出现的人难找、机械难求现象的

造林活动,适应苗木生长,尤其适应抗寒能力较强的苗木生长,并且避开苗

发生,有利于降低工程成本。对部分不成活的苗木,在第二年春季再进行补

木病虫害高发季节,各种病害发生率也较低,苗木具备了一定的抵御能力,

植,可以缓解春季造林的压力,提高全年造林的成活率。另外,还可省去春

有利于利用高质量苗木,且选择余地大,避开了春季造林时间紧、任务重,

季苗木假植环节,减少这一环节成本。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致使苗木供不应求的高峰时节,造林资金也得到了合

2 秋季造林的技术要点

理调控。秋季造林不仅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而且还促进了当地的生态建

2.1合理整地

设。本文从合理整地、造林时机与树种选择、苗木准备与处理、栽植技术、

秋季造林的重要环节是整地,整地的质量与造林的成效密切相关,通

栽后管理等方面探讨秋季造林技术,以期突破传统的营林方式,提高造林

过认真细致地整地,便于栽植、抚育管理,可为提高造林施工质量打下坚实

成活率,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的基础；为了减少水土流失,应当尽量减少土面的破坏。因地制宜,采取不

1 秋季造林的优势

同的整地方式。但无论采用任何一种方式整地,都要事先进行规划与设计,

1.1温度优势

并且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同时,秋季造林的树坑要比春季造林的

秋季气温较低,温度下降慢,苗木表皮气孔关闭,处于休眠状态,生理

深一些,保证苗木根系完全在土壤冻土层以下。一般树坑深度要达到80厘

活动减弱,起苗、装苗、运苗、卸苗和栽植过程中苗木不易失水。同时,

米以上。①地势平坦的耕地或荒滩,土壤比较瘠薄、板结的地块,可实行全

秋季土壤降温是从地表开始逐渐向下层降温,有利于苗木根系与下层温土

面整地。针叶树造林整地应达到一定深度,阔叶树和干旱、半干旱地区整

充分结合并促进根尖细胞的再生。

地深度应适当加深。②山坡下部及15度以下的地段,可采用反坡梯田整地。

1.2季节优势

山坡中部及15—25厘米的坡地,采用水平阶或者鱼鳞坑的方式整地,水土

秋季植树造林,能避开春夏季干旱高温季节,可提高苗木成活率。这一

流失较为严重的干旱地,地形破碎的地方,坡度大于25度,或者植被茂密、

时期,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蒸发量小,土壤墒情好,苗木本身水分充足,营
养充分,造林成活率高。秋季栽植气温适中,苗木与新换土壤适应期较长,

水分充足、易发生冻害的造林地,采用鱼鳞坑、穴状整地。
2.2造林时机

到土壤封冻以前苗木受伤根系可得到愈合,有些能提早发出新根,第二年

选择适当的造林时机相当重要,如果是当年造林,整地宜选择在雨季

初春苗木能提早发芽,夏季高温到来之前这些苗木早已根深蒂固,利于成

或春季前。造林时间选择在苗木落叶后至土壤冻结前进行。具体时间选在

活。

阴雨天前进行最好,栽后逢连阴雨,可有效提高造林成活率。
1.3防病优势
秋季造林可避开苗木病虫害高发季节,有利于苗木健壮生长。春末初

2.3树种选择
依据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乡土耐寒树种进行秋季造林效果最好。就

夏季节是苗木病虫害的高发季节,此时苗木正是嫩叶生长阶段,如果防治

延庆区而言,新疆杨、白榆、侧柏、油松等树种均可作为首选。①新疆杨：

不及时,叶片往往被幼虫啃噬受损。然而秋季造林时,气候凉爽,害虫大多

属中湿性树种,在年度极端最低气温达—30度以下时,苗木冻梢严重。喜光,

开始收敛结茧进入冬眠,各种病虫害发生率较低,是苗木成活生长的大好

抗大气干旱,抗风,抗烟尘,抗柳毒蛾,较耐盐碱。生长快,树形挺拔,干形端

时机,到第二年初夏病虫高发季节,苗木已具备了一定的抵御能力。

直,单位面积产材量和出材率高。木材文理通直,结构细致,可供建筑、家

1.4成本优势

具、造纸等用；落叶可喂牛、羊,是农区牧业冬季重要饲料。为农田防护

(1)秋季造林避开造林大忙时期,有利于组织高质量苗木,降低工程成

林、速生丰产林、防风固沙林和四旁绿化的优良树种。分布于中国北方。

本。春季造林时间紧、任务重,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各用苗单位纷纷抢购

②白榆：属于阳性树种,喜光,耐旱,耐寒,耐瘠薄,不择土壤,适应性很强。

苗木,致使苗木一时紧张,供不应求。更有许多苗木经济人提前抢购苗木

根系发达,抗风力、保土力强。萌芽力强耐修剪。生长快,寿命长。能耐干

“库存”于道路两侧,简单覆土,造成苗木收浆、干枯不少用苗单位,为完

冷气候及中度盐碱,但不耐水湿(能耐雨季水涝)。具抗污染性,叶面滞尘能

成造林任务,不得已而求其次,降低了苗木质量。不仅于此,还抬高了苗木

力强。树干通直,树形高大,绿荫较浓,是城市绿化、行道树、庭荫树、工

价格,使造林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而秋季造林把全年总用苗量分解到春

厂绿化、营造防护林的重要树种。叶可作饲料,嫩果(俗称“榆钱”)可食,

秋两季,苗木选择余地大,资金也得到了调节。

树皮、叶及翅果均可药用。 分布于中国东北、华北、西北。③侧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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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幼时稍耐荫,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严,在酸性、中性、石灰性和轻盐

(1)浇水：栽植填土后24小时内浇透第一遍水。渗透后扶直树干,再填

碱土壤中均可生长。耐干旱瘠薄,萌芽能力强,耐寒力中等,耐强太阳光照

土找平,浇第二遍水。第三遍水可在5～10日内进行。浇水应缓浇,不得大

射,耐高温、浅根性,寿命长,抗烟尘,抗二氧化硫、氯化氢等有害气体。可

水冲灌。

用于行道、亭园、大门两侧、绿地周围、路边花坛及墙垣内外,均极美观。

(2)扶直：对灌水后倒伏的苗木及时扶直填土。

木材淡黄褐色,富树脂,材质细密,纹理斜行,耐腐力强,坚实耐用。可供建

(3)封坑：浇水后及时检查土壤开裂情况,随时填土封缝,要求根茎处

筑、器具、家具、农具及文具等用材。在中国南北方均有分布。④油松：
喜光、深根性树种,喜干冷气候,在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酸性、中性或钙
质黄土上均能生长良好。

油松树干挺拔苍劲,茁壮生长,四季常春,不畏

堆起15—20厘米小土堆,防止寒风把根茎处土壤吹开,降低成活率。
(4)搭支撑：树木支撑可以有效防止树木倾倒,根系损伤。对栽植时做
了支撑又出现问题的树木进行支撑加固。对栽植时没有时间做支撑的树木,

风雪严寒。独立的个体姿态非常优美,人们习惯把生长在岩石峭壁上的称

封坑后一定要绑缚支撑,防止被大风吹倒、吹歪,造成根系裸露,降低成活

“望人松”
。木材富含松脂,耐腐,适作建筑、家具、枕木、矿柱、电杆、

率。搭支撑要根据树木的种类、大小、高低选择支撑方式。为避免树干磨

人造纤维等用材。树干可割取松脂,提取松节油,树皮可提取栲胶,松节、

伤,且不影响树干的增粗生长,应在支柱与树干之间填加松软的垫衬物。①

针叶及花粉可入药,亦可采松脂供工业用。在中国北方各地均有分布。

常绿乔木高4.5—5米的支架材质为竹竿较好,竿长3米、小头直径2.5厘米、

2.4苗木准备

大头直径4厘米。支架方式为等边三角形。脚底埋深不小于40厘米。支撑

苗木是秋季造林成败的关键,其它环节做的再好,如果苗木是死的,也

点高度为杆高的2/3处为宜。②常绿乔木高3—3.5米的固定材质为牵引支

不会被栽活。①苗圃地要在落叶前10—15天灌足透水,保证苗木体内蓄积

撑较好。牵引支撑方式为等边三角形。地脚桩要求直径不小于2.5厘米、

充足的水分。同时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根系发达、无机械损伤的一、

长不小于50厘米。地桩埋深不小于40厘米。支撑点高度为树的1/2处。③

二级壮苗作为造林苗木。②苗木出圃后及时修剪侧枝、定干、定冠,对径

落叶乔木高5米以上的支架材质为竹竿较好,竿长3米、小头直径2.5厘米、

级规格较大的苗木,修剪后要及时用油漆或其它保护剂对剪锯口进行涂抹

大头直径4厘米。支架方式为等边三角形。脚底埋深不小于40厘米。支撑

处理,以最大限度减少苗木的水分流失。③苗木根系要完整,根幅要达到地

点高度为树杆的2/3处。
(5)打围堰：是指在苗木栽植过程中,修建的临时性围护结构,围堰的

径的8—10倍左右,且5厘米长的侧根不少于10条。
2.5栽植技术

作用是浇水时不让水溢出,让树下土壤积蓄水分,减少水资源浪费,而且还

(1)栽前修剪：①一般规定。保留树的总体骨架,去除枯死枝、病虫枝、

有美观作用。围堰直径大小根据苗木的规格大小灵活掌握,一般乔木在

劈裂枝、重叠枝、下垂枝、徒长枝、过密枝。修剪后保证枝条分布均匀,

100-200厘米之间,灌木球形在60-100厘米之间,围堰边缘土围高出绿地15

有利通风透光,小枝短截时应保留外向芽。②落叶树修剪。中心干明显树

—25厘米,宽20—30厘米,并踩实以防止水量渗漏,围堰的美观必须按照标

种修剪时,应保护中央领导干,使其向上直立生长。修剪时不得打尖、抹头、

准的圆型来做。

短截,以保证树型。修剪时应留3—5层主枝,每层留3—5侧枝,轮生枝分次

(6)涂白：树干涂白是为了防治病虫害和延迟树木萌芽,避免日灼危

去掉,每层主枝中间的枝条可适当回缩。中心干不明显树种选留4—5个健

害。在日照、温度变化剧烈的大陆性气候地区,涂白可以减弱树木地上部

壮、分布均衡、角度适宜的枝条作主枝,其余的进行疏除。修剪时主枝可

分吸收太阳辐射热,从而延迟芽的萌动期。涂白会反射阳光,避免枝干湿度

短截,剪掉1/2—2/3,修剪后保持主枝先端齐整,高低一致；主枝上留一级

的局部增高,因而可有效预防日灼危害。杨柳树栽完后马上涂白,还可防治

侧枝,侧枝适当重剪,剪掉2/3—3/4。③针叶树修剪。针叶树定植后应剪去

蛀干害虫、皮溃疡病害。涂白剂一方面可以自己制作,配方是石硫合剂原

移植过程中的损伤枝、病虫枝、折断枝、枯死枝、弱枝、过密枝,并按景

液0.25千克,食盐0.25千克(可以不加),生石灰1.5千克,油脂适量,水5千

观要求采取相应的修剪措施。针叶树修剪时应留1厘米—2厘米桩橛,不能

克；另外也有厂家直接做好的粉末状涂白剂,主要成分类似涂料,相比传统

贴干剪除。④修剪量要求。应根据树种习性、树冠生长状况、运输条件、

的涂白剂使用更方便、更有利于储存。

栽植地条件等因素确定,视树冠枝条疏密情况剪去枝条总量的1/4—1/3。

(7)防寒：冻水灌完后结合封堰,将树木根颈部雍起高30至50厘米的土

⑤修剪质量要求。剪口保持平滑,不劈裂,无毛茬,截面应尽量小。修剪伤

堆,适时覆盖黑色塑料薄膜有利于防风,保墒,保护根部受冻害。也可以采

口大于2厘米的枝条,用油漆或其它保护剂涂抹剪口。

取其它防寒措施,如：采取树干缠绕草绳、用加厚的无纺布或化纤蓬布在

(2)苗木栽植：由于延庆区秋冬季的风力较大,容易造成秋植树木倒伏,

大树的西北方向超过大树的高度作以三角防风墙。没有条件做防风墙或栽

影响树木成活,因此栽后回填土时一定要边回填边踩实,栽植时的回填土

植地风大气温较低的,可以采取喷施“防冻剂”
。方法是用100至150倍液于

应先回填阳土(或腐殖土的混合土),严禁用冻土块进入树坑,面层土壤不

霜降前进行喷施,注意“防冻剂”是溶于水的,遇到雨天或大雪后应及时进

能有裂隙,防止冷风灌入。对于浅根系的树种,适度深栽,第二年春季及时

行补喷,这对于提高大树的抗寒能力、促进来年提前发芽都是极为有利的。

在树盘内撤土,以提高地温,提高成活率。对于个别大苗在浇水前把苗木扶

(8)中耕与施肥：第二年春夏季要对树木周围进行中耕和施肥。①要

正后,及时进行支撑,防止浇水后歪倒。①裸根栽植。栽植前对苗木根系进

做好中耕松土工作,能够保持土壤良好的透气性,有利于根系萌发,防土壤

行处理,将受损伤或者发育不良的根系剪掉,然后利用500毫克/千克的

板结。②根系萌发后,根系吸肥力低,宜采用根外追肥,要求薄肥勤施,慎防

ABT3号生根粉溶液或者0.5%高分子吸水剂或其它相关药剂浸根。栽植应坚

伤根。一般半个月左右一次,根据土壤酸碱度选用尿素、硫酸铵、磷酸二

持“深埋实砸”和“一提二埋三回填”的原则。②土球栽植。土球苗木吊

氢钾等速效性肥料配制成浓度为0.5％至1％的肥液,于早晚或阴天喷施,

装进坑时,应保持树身直立,进坑后用木棍轻撬土球,将树干立直,上下成

利于树木根系发育和树木生长。

一直线,树冠最丰满的一面应朝向观赏方向。苗木放稳后,用支柱将树身支

3 秋季造林注意事项

稳,再拆除取出不易降解的包装物。回填时每20厘米夯实一次,确保土球周

3.1地块选择

围能够砸实。
2.6栽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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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立地条件好,土壤温度适中的地块进行造林,不可选择低洼及干
旱地块,防止冻拔或风干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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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产养殖业也随之迅猛发展。在水产养殖过程中,若养殖控制的不及时,不合理,不仅会降低水产品产量
与质量等级,还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由此,加强水产养殖环节的生态环境污染防控成为业内人士致力探究的新课题。对此,本文论述了
水产养殖的基本概念,以及水产养殖的环境污染类型,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污染防控策略,旨在推到水产养殖业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 水产养殖；环境污染类型；防控策略
近些年,我国对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们
关注的热点问题。水产养殖行业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其
所带来的污染也在日益加剧,对我国环境治理及保护工作带来挑战。为此,
应加大水产养殖对环境影响的重视力度,合理分析其现状及污染原因,然
后制定有效的管控措施,保护水环境。

1 水产养殖的基本概念
水产养殖是指通过一系列人为干预活动,繁殖、培育与收获水产动

清理会直接降低水体纯净度,造成环境污染。
2.2内源性污染
内源性污染的因素较多,主要可分为投入无污染、沉淀物污染、水产
代谢污染、水体自身污染四类。
2.2.1投入物污染
在水产养殖中,为了促进水产的健康生长,一般会投放苗饵、药物及废
料等物质,投入物的不同所带来的污染问题也不尽相同。

植物。也就是采取人工饲养管理策略,将水产动植物苗种培育成成品的

苗饵是水产养殖中投放的幼苗,是水产养殖的必备品。由于养殖种类

过程。水产养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层面来说,水产养殖

的不同,其投放的苗饵也存在差异。如鱼类养殖中的苗饵为鱼苗；虾类养

也就是水产资源增殖。按照养殖方式与管理模式差异,水产养殖可划分

殖中的苗饵为虾苗。苗饵在投放前如果未对其自身健康状况进行检查,病

为粗养、精养和高密度精养等类型。其中,粗养是指在小规模自然水域

害苗饵混入其中,则会在养殖过程中,增加病害的波及范围,进而影响整个

中投放苗种,依靠水生动植物的新陈代谢为苗种提供生长原料,形成稳

区域内苗饵的生长情况,不仅会加重环境污染,也会为养殖户带来较大的

定的生物链体系。精养是指在小规模水体中投放苗种,配合有针对性的

经济损失。

投饵方法与施肥方法养成水产品。高密度精养是指采用导流、温控、增

水产养殖中药物的投放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合理药物投放能够确保水

氧与维护等一系列方法,提升水产生物的产量与质量等级,维护水产养

产的健康生长,且不会产生任何的毒素或副作用,既不会对水产安全构成

殖户的经济效益。

威胁,也不会影响水体环境质量。但是现阶段水产养殖中,很多水产养殖户

2 水产养殖环境的污染种类

在药物的使用上并未按照专业建议做到对症下药,而是根据自己的养殖经

2.1外源性污染

验,随意进行药物投放,药物的过多使用使水体中沉淀物及杂质的数量增

外源性污染指的是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水体环境污染,也是水

多,造成水体浑浊,不仅无法保证水产的健康生长,也增加了水体环境的污

产养殖中最常出现的污染问题之一。众所周知,水产养殖中水体质量是保

染效率。另外,一些水产养殖户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在养殖过程中存在滥用

证养殖质量和产量的重要因素,一旦水体受到污染,水体中的生物也会遭

药物的情况,虽然降低了病害威胁,但是却无法维系水产的安全,造成环境

到波及,降低其产量。现阶段水产养殖中,很多养殖户为了加快养殖速度,

及经济的双重破坏。

减少病害的威胁,会在水体中投放一定的营养物或药物,部分营养物或药
物被水产使用,而少量则在水中被分解,并产生一定的残渣杂质,如不及时

肥料是水产养殖中投放的营养物质,其目的是为水产提供充足的养分,
促进其快速、健康生长。在水产养殖中,水产肥料应用的合理性,能够有效

3.2山地造林

进行了分析,从中也能够看出秋季进行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秋季植树能

山坡地造林,根据立地条件可采取先阴坡后阳坡,先迎风面后背风

够进一步提高林木的成活率,为实现植树造林目标提供极大帮助。伴随着

面,先无地被物(或少地被物)的地块,后地被物多的地块,这样可延长造

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也在植树造林的过程中提高了森林保护的

林时间。

意识,森林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促进我国经济以及

3.3冬季看护
派专职人员对造林地进行巡护,防止火灾或人为盗伐情况发生,保护
好来之不易的造林成果。
本文主要归结以下三点,一是在秋季植树造林中,能够避免由于夏季
高温带来的干旱,有利于苗木保持水分,在提升成活率方面有着积极的作
用。二是在秋季造林时,能够避开病虫害季节。大大降低了苗木病虫害发

社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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