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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庆区位于北京西北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首都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为了阻挡风沙入侵,
从2000年开始,延庆区积极推进绿化造林工作,期间相继实施了京津风沙源荒山造林、荒滩治理及公路绿
化等一系列重点工程,从而抑制了沙尘的蔓延,为首都的生态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延庆地区海拔
高,气温低,解冻晚,春季造林时间短,再加上造林工程面积大,任务重,造成春季工程时间紧,从而影响工程
质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延庆区园林绿化局的工程技术人员通过进行多个不同阔叶树种大苗的秋季造
林试验,发现潜伏芽寿命长、萌芽力强的树种,可以秋季栽植,如国槐、白腊及带冠速生杨等,且苗木在成
活率、保存率、生长量和抗病虫方面同春季造林相比,指标数值相近。通过实践发现秋季造林存在整地
质量高、栽植时间长、苗木质量好、易于组织劳动力等各方面的优势,能缓解春季造林工期短的压力,
提高了工程造林质量和工作效率,节省了工程资金,促进了工程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 秋季；大苗造林；技术；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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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位于北京西北部,三面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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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的优势及技术要点。

该地块100米外,同等立地条件下栽植

相对变短,增加了造林难度。为此,延庆

1 试验区概况

的同规格同品种速生杨,面积5公顷(技

区林业部门于2015年秋冬,在张山营镇

试验区分为两块,第一块地处官厅

术措施相同),于第二年6月调查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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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北侧库区边缘,面积10公顷；第二

第三年9月调查保存率和生长情况。如

叶树种大苗秋季造林试验,并取得了良

块地处龙庆峡旅游区以南1公里处,面

表1所示。

好效果。通过实践总结秋季造林存在整

积10公顷；两个试验区均属于大陆性季

地质量高、栽植时间长、苗木质量好、

风气候区,是暖温带与中温带,半干旱

易于组织劳动力等各方面的优势,能缓

与半湿润的过渡带；冬季干旱寒冷,夏

秋季,在龙庆峡旅游区以南1公里处

解春季造林工期短的压力,提高了工程

季炎热多雨；年平均温度8.8℃,极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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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质量和工作效率,节省工程资金,促

低温度-27℃,极端最高温度39℃；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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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个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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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延庆区委、区政府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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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绿化工作,大力推进大苗造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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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公斤,栽后及时抚育管理)；对照为春

各项造林任务逐年增加,但长期以来大

2.1带冠速生杨大苗不同季节造林

季在该地块500米外,同等立地条件下混

苗造林一直选择在春季,适宜造林时间

对比试验

交栽植同等规格的这3个阔叶树品种,面

相对变短,增加了造林难度,为此,延庆

秋季在官厅水库北侧库区边缘营

积5公顷(技术措施相同),于第二年6月

区林业部门于秋冬季,在张山营镇的两

造胸径3厘米以上带冠速生杨(107)5公

调查成活率第三年9月调查保存率和生

个不同立地条件地块进行了多个阔叶树

顷,(造林地进行标准整地,苗木进行疏

长情况。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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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季节的阔叶截干苗造林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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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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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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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地大,资金也得到了调节。

白榆

84%

96%

0.5

7%

已而求其次,降低了苗木质量。不仅于此,
充分利用,降低了绿化品位。秋季造林则

(2)春秋两季造林,有利于组织管理,
降低工程成本。两个季节同时造林,便于
统筹合理安排全年造林任务,可有效地
缓解单季造林的协调压力、租地压力和
时间压力,管理人员能腾出更多精力抓
好施工环节的管理,提高造林质量。同时,
秋季粮食作物收割完之后,农村闲散劳
动力比较多,可以低工资招募民工,减少
资金支出,进而降低工程成本。
3.2秋季造林技术要点
3.2.1选择树种
秋季植树多采用截干技术,所以并
不是所有的树种都适宜进行秋季造林。
试验证明,杨树类、柳树类、槐、臭椿、
白蜡等潜伏芽寿命长、萌芽力强的树种
适于秋季栽植。

图

1

3.2.2造林地准备

3 结果与分析

分蒸发量较小,苗木与新换土壤适应期

在9月底前全部完成整地工作。整地

从表1、表2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潜伏

较长,适宜苗木生长,尤其对抗寒能力

规格按照苗木大小确定,一般采用长宽

芽寿命长、萌芽力强的树种可以秋季栽

较强的苗木生长更为有利。待夏季高温

高各为80-100厘米的规格。

植,且效果良好。秋季造林同春季相比,

到来之前新植苗木早已根深蒂固,能够

成活率、保存率、生长量和抗病虫四项

经受“烤验”
。

指标数值相近,有些指标甚至表现更好。

10月底前完成配套设施建设。铺好
造林地内的施工道路,完成桥、涵、口闸、

(2)秋季造林避开苗木病虫害高发

输水渠、水泵等灌水设施的配套,保证运

国槐、白腊、白榆、柳树等大树冠树种

季节,有利于苗木健壮生长。苗木病虫

苗车辆能够顺利进入工地、苗木栽植后

适于截干造林,杨树等小树冠树种采取

害 的 高 发季节多在春末初夏季节,此

能及时浇水。

重剪后带冠造林可以同样取得较好造林

时春季造林的苗木正是嫩叶生长阶段,

3.2.3造林时间

效果。如图1所示。

如果防治不及时,往往是叶光茎损。然

树木落叶到土壤结冻前,均可秋季

3.1秋季造林优势

而,秋季造林时气候凉爽,害虫大多开

造林。此期间,树木地上部分已经停止生

3.1.1技术方面

始收敛结茧,各种病害发生率也较低,

长,但根系还没有停止生长,移植后根系

(1)秋季造林避开春夏季高温干旱

是 苗 木 成活生长的大好时机,到初夏

可恢复生长有利于提高成活率。过早移

季节,有利于提高苗木成活率。延庆区

病 虫 高 发季节,苗木已具备了一定的

植,地上代谢等活动较旺盛,容易失水,

历年大苗造林工作都是3月中旬开始栽

抵御能力。

影响成活；移植过迟,地温偏低,加之起

植,4月底扫尾,以致大部分苗木发芽放

3.1.2管理方面

苗时伤根严重,不利于栽后根系恢复。延

叶时,正值高温干旱季节。由于苗木初

(1)秋季避开造林大忙时期,有利于

庆区正常年份秋季造林的时间为11月1

生芽叶鲜嫩,对养分需求量较大,而此

组织高质量苗木,降低苗木价格。一般春

时苗木对土壤适应期不足,苗木体内原

季造林工期都非常紧,任务又特别重,为

3.2.4苗木准备

有储存的养分又基本被新生芽叶所吸

了抢时间、争速度,各用苗单位纷纷抢购

(1)苗木选择。一是选用胸径大于3

收,根部养分供给还不能顺利续接,苗

苗木,致使苗木一时紧张,供不应求。更

厘米苗木。二是选择充分木质化、无病

木成活率低。而秋季造林气温适中,水

有许多苗木经济人超前抢购苗木“库

虫害、无机械损伤壮苗。三是要求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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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完好,主根断口整齐、不劈不裂,有

力争做到随起随栽。如因条件限制,起苗

次,秋冬季应及时防止大青叶蝉和鼠

10条以上侧根。四是尽量使用当地苗木,

后当天不能栽植的,对根系要进行保湿,

兔危害。

避免异地调苗。

假植或浸泡在水中。

(2)苗木处理。一是起苗时应保留
“三叉根”,长度大于15厘米,栽植后有
利于苗木的稳固性,提高苗木抵抗冬、
春季大风摇动的能力。二是苗木起出后,

(2)栽植深度要比春季深5-8厘米,
土要踩实,防止冬季大风造成失水。
(3)栽植前剪掉起苗时受损伤的根
系或发育不正常的偏根。

4 结论
(1)通过对多个阔叶树种大苗秋季
造林试验,得出潜伏芽寿命长、萌芽力强
的树种可以在秋季栽植。
(2)秋季造林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具

小树冠苗木(如杨树类)剪除树干上未

(4)栽植时把苗木放入坑穴的中心

有很多优势,包括：①避开春、夏季高温

木质化枝条、劈裂枝条、折断枝条,缩

扶正,并使苗根展开,填土到三分之二左

干旱季节,有利于提高苗木成活率。②秋

剪和疏剪已木质化的枝条,从顶尖以下

右,把苗木向上略提,踩实,再填土到穴

季造林避开苗木病虫害高发季节,有利

5-10个侧枝保留2-3个饱满芽(根据胸

满,再踩,最后在栽植穴表面覆一层松土,

于苗木健壮生长。③秋季避开造林高峰,

径粗度而定),以下只留主干芽。大树冠

以防止土壤水分蒸发。

有利于组织高质量苗木,降低苗木价格。

苗木(如槐树类),根据苗木粗度、造林

(5)有条件地段可采取座水方法栽

地地 势 和 造 林 设 计 要 求 ,在 根 部 以 上

植,使埋入坑中的虚土坚实,保证苗木根

2.2米-3.0米处进行截干,主干不保留

系与土壤密接,提高造林成活率。

④秋季造林,有利于组织管理,降低工程
成本。
(3)秋季造林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3.2.6栽后管理

验,包括造林树种选择、造林地准备、造

劈裂并注意留芽的方位；超过2厘米以

(1)栽后及时灌水2-3次,补充造林

林时间、苗木准备、苗木栽植及灾后管

上的剪口,应用刀削平,然后用油漆将

地土壤水分,保持墒情；同时将栽植坑内

理6个方面,对基层林业技术人员进行秋

截干和修枝造成的伤口全部封住,防止

的虚土进一步踏实,防止虚土吊苗,造成

季造林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水分大量蒸发而导致苗木干枯死亡。三

苗木干枯死亡。

任何侧枝；修剪的剪口必须平滑,不得

是北方地区秋冬风力较大,从起苗到造
林地块车程如果超过几个小时就必须

(2)灌水后,栽植坑内虚土蹋陷,个
别苗木倒伏,要及时进行扶苗培土。

对苗木采取保护措施,或是用带篷车运

(3)栽后派专职护林员进行管护,同

苗,或是敞车运苗时用苫布遮盖,防止

时涂刷林木防啃剂,防止牲畜啃损,防止

根部水分蒸发。

日灼。

3.2.5苗木栽植
(1)尽量缩短从起苗到栽植的时间,

40

(4)造 林 后 的 第 二 年 3月 至 4月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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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灌水,一年灌水4-5次,除草松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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