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刺槐能源林培育技术指南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刺槐（Robiniapseudoacacia L.），别名洋

槐，蝶形花科刺槐属落叶乔木。原产美国东部，二十世

纪初引入中国，广泛栽种在北纬 23-46°和东经

86-124°的广大区域内，其最适生长的分布区域年降

雨量在 500-900 毫米。刺槐因其萌芽力和萌蘖性强，较

耐干旱瘠薄，是黄土高原沟坡、土石山地坡沟、河漫滩

细沙地、海滨轻盐碱地（含盐量 0.3%以下）重要造林树

种。 

刺槐能源林系指以直接或间接提供能源利用原料

为主要培育目标的刺槐人工林。包括：根据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和林业发展规划，将现有多年培育的刺槐人

工林转变利用方向，改为能源利用为主的刺槐林和以能

源利用为主要目的营造的刺槐人工林。 

第二条  为指导和规范刺槐能源林的资源化培育

利用，促进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保障刺槐

为原料的能源原料的可持续供应，特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培育刺槐能源林，不适用于培育一般

用材林、速生用材林和水土保持林等其他用途的刺槐



林。 

第三条  刺槐能源林培育利用活动必须遵循《能源

林可持续培育指南》确定的各项原则及要求。 

第四条  任何单位（企业、林业局、林场及个体等）

的刺槐能源林培育利用活动，均应根据省级能源林发展

规划，制定培育利用实施方案，并按照培育利用实施方

案开展年度作业设计。开展刺槐能源林培育利用活动单

位（企业、林业局、林场及个体等）的实施方案，须报

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章  种苗培育 

第五条  科学选择刺槐品种。基于直燃利用的能源

刺槐优良品种，重点选择具有高生物量、高热值、抗旱、

低耗水、萌蘖性强等特点的刺槐品种。鼓励试验性推广

应用国内外研究成功的优良刺槐品种（适宜刺槐能源林

培育良种参见附录 1）。 

第六条  刺槐能源林营建必须选用经过主管专业

部门认定的良种育苗造林，良种生产应通过建立良种刺

槐无性系种子园和母树林解决。为扦插、嫁接等育苗用

途需选用经认定的优良品种或无性系建立采穗圃。选择

的刺槐品种或无性系良种应适应造林地区的自然条件，

选用引进的品种营建刺槐能源林，应按有关要求做好风

险评估、试种等工作。 



第七条  刺槐苗圃地宜选择交通方便、有灌溉条

件、排水良好、深厚湿润肥沃的沙壤土，有盐碱地区苗

圃地选用土壤含盐量在 0.2%以下，地下水位大于 1 米。 

第八条  刺槐育苗分播种育苗和营养繁殖育苗。 

播种育苗的种子，应采用粒大饱满、色泽正常、无

病虫感染的良种基地生产的优质种子。播种育苗以春季

为主，播种前种子应经约 50-60℃热水浸种一昼夜后，

捞出已吸水膨胀的种子，按种沙比 1:3 均匀混沙，放在

背风向阳的沙坑中，上覆湿草帘保湿，约经 4-5 天，待

20%左右种子外种皮裂开后即可播种。对未膨胀的种子，

再通过增加浸泡水的温度浸种，待种子膨胀后可继续混

沙催芽。播种后应及时浇水并保湿，及时间苗、定苗。

育苗时间最好 1 年以上。 

营养繁殖育苗可选用扦插、根蘖、嫁接和组培方式。

扦插育苗种条可以是粗 0.5-2.0 厘米、长 15.0-20.0 厘

米的根段，也可以是粗 1.0 厘米以上、长 25 厘米的枝

干。秋冬季采集粗 1 厘米以上的 1 年生萌条的中下部，

剪成长 25 厘米的插穗（剪口位置在芽眼附近，并要平

滑），将剪好的插条用 2000ppm 的萘乙酸溶液浸条 5-10

分钟后插入沙坑中催根。在冬藏和催根过程中，有萌条

出现，应及时抹去。待春季地表温度升高到 10℃即可

扦插。扦插后及时进行灌溉保墒，苗木成活后要进行水



肥、间苗和定苗等管理工作。育苗时间一般以 1 年为宜。

也可利用秋季起苗后留存在圃地的断根，进行根蘖育

苗。对种条来源较少的优良刺槐品种，也可通过嫁接方

式繁殖，一般以来源广泛的普通刺槐为砧木，砧木发芽

前采用劈接、开始发芽时采用袋接法、生长期采用芽接

法。对于推广价值大的种苗供应不足的优良刺槐品种还

可采用组织培养方式快速扩繁。 

第九条  以 1 年生以上壮苗出圃造林。刺槐壮苗应

苗干匀称，充分木质化，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根幅在

20 厘米以上，地径不低于 1.0 厘米，苗高 1.5 米以上。

苗木出圃时，宜随起、随运、随栽，不能及时移栽或包

装运往造林地的苗木，要临时假植。裸根苗木运输时应

注意采取蘸泥浆等保护措施保持苗木根系活力。 

第三章  造林地选择 

第十条  刺槐能源林营造最宜选择交通方便，有利

于形成规模经营、便于机械采收的区域。 

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前提下，应尽量选用地势较平

缓、光照充足、土壤条件适宜、有利于发挥刺槐能源林

生产潜力的地方。在特殊情况下，尤其在人口多耕地少

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安排造林地，尽量利用退耕地、撂

荒地或零星闲散地营造刺槐能源林。 

第十一条  刺槐能源林培育须选择土层厚度 20 厘



米以上的山地、平原细沙地、黄土高原梁峁坡地、沟谷

坡地灰褐土，含盐量在 0.2%以下、地下水位 1 米以上的

轻盐碱地。忌选犯风地、含盐量 0.3%以上的盐碱地、过

于干旱的粗沙地、地下水位在 0.5 米以上的低洼积水地、

干瘠的粘重土地营造刺槐能源林。 

第四章  整地 

第十二条  刺槐能源林培育须先细致整地。整地前

应清理造林地。一般采用块状或带状方式，并与整地同

时进行。块状清理应以种植穴为中心清除四周的杂物和

非培育目的植物，清理范围不小于 50×50 厘米；带状

清理应沿造林带清除两侧各 50 厘米左右的杂灌木。清

理下来的杂灌木植物应堆放在栽植穴周围。 

第十三条  平原可采用全面、带状、穴状等整地方

法。山地应用窄幅梯田、水平阶、水平沟及鱼鳞坑等方

式整地，沿水平等高线“品”字形配置。盐碱地采用修

筑台田、条田和开沟筑垄法整地。 

穴状整地规格：长×宽一般宜采用 40-60×40-60

厘米；鱼鳞坑整地规格：一般为长径(横向)0.8-1.5 米，

短径(纵向)0.6-1.0 米；水平沟整地规格：一般为 1-3

米×50 厘米（或 60 厘米）。 

干瘠山地可在雨季前整地，沙地可随整随造。 

第十四条  造林前半个月施底肥。提倡施有机肥，



一般每穴施肥量不少于 2 千克。鼓励实行测土施肥，也

可施适量复合肥。施底肥时，底肥应与一定量的表土混

合均匀，施入种植穴底部。 

第十五条  为确保营建的刺槐能源林获得最佳的

产量，实现原料可持续供应，以及有利于采收、运输、

机械化作业等，应配套加强造林地的作业道、灌溉设施

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五章  造林 

第十六条  刺槐能源林营造宜采用植苗造林。造林

用苗木应符合刺槐能源林培育用壮苗标准的要求。也可

截干造林，截干高度以不超过 3 厘米为宜。 

第十七条  造林密度应根据选用品种特性、造林地

立地条件、轮伐周期等因素确定。刺槐能源林造林的初

植密度为 333-667 株/亩。在水、热、土壤条件较好的

地区，初植密度越小。不同的密度范围有相应的收获周

期，并随着收获周期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即随着目标培

育年龄的增加，密度应逐渐降低。除此之外，株行距或

带距的确定还应考虑便于机械化作业。 

第十八条  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选择造林季节。

一般采取春季造林。容器苗可采取雨季造林；带干栽植，

以“惊蛰”到“清明”之间，芽苞刚开放时造林为宜；

截干造林，以秋冬季造林的效果最好。 



第十九条  每穴可植苗 1 株。带干造林，苗木栽植

应做到栽正、栽紧、不吊空、不窝根，将苗木周围的土

由边缘向中心踩实。截干造林栽植不宜过深，一般比苗

木根茎高出 3-5 厘米，干旱沙地可高出 10-15 厘米左

右。栽植后应将造林穴周围枯枝落叶或割除的杂草覆盖

于栽植坑面。 

第二十条   造林后要根据《造林技术规程》

（GB/T15776）有关技术要求，适时开展造林成活率检

查。没有达到合格标准的造林地应补植。补植前应认真

分析苗木死亡原因，找出改善措施后再进行补植。 

第六章  经营管理 

第二十一条  刺槐能源林营造完成后，应对造林地

实施封禁保护措施，并进行常年管护，防止栽植苗木受

到人畜破坏。 

第二十二条  刺槐能源林在造林后至首次平茬利

用之前，需连续 3 年进行抚育管理。抚育作业一般包括

松土除草、扩穴培土、施肥灌溉、扶苗清淤等内容。抚

育方式可以选择穴抚和带抚。穴抚主要以穴为中心，去

除周围 1 米以内的杂草，同时对种植穴进行松土、培土；

带抚主要为去除带内的杂草，同时对种植穴进行松土、

培土。 

第二十三条  造林后第 1 年需抚育 3 次。第 1 次



在早春土壤化冻时进行，通过在幼树基部周围半径 0.5

米圆范围内踩压踏穴，预防冻拔。缺乏水源或没有灌水

条件的地方，可采取覆草或覆盖地膜的办法进行保墒。

第 2 次在 5 月中旬开展松土除草和施肥，松土深度 10

厘米左右，松土除草时不要损伤苗木根系，并将割下的

草覆盖在栽植坑的表面。松土除草后立即施肥，施肥以

氮肥、磷肥或专用肥为主，应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及植株

生长需求等因素确定施肥量。干旱季节，有条件地区应

对刺槐能源林造林地进行节水灌溉，提倡利用雨洪进行

灌溉。第 3 次在 8 月中下旬，在种植穴周围除草、并扩

穴培土。如林地遇有大到暴雨天气，要注意排除田间积

水，及时采取扶苗清淤等措施并整理穴埝。 

第二十四条  造林第 2 年需抚育 2 次。第 1 次在 5

月下旬，以带抚为主中耕除草，中耕深度 15-20 厘米，

耕后立即施肥，以专用肥为主，并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及

植株生长需求等因素确定施肥量。第 2 次在 8 月下旬，

开展中耕除草并培土。 

第二十五条  造林后第 3年抚育 1次，在 6月中旬，

以带抚为主中耕除草，中耕深度 20 厘米，清除种植穴

周边影响幼树生长的杂草灌木。 

第二十六条  为提高单位面积刺槐能源林生物产

量，造林 2 年后，可对刺槐单株采取“打头控侧法”进



行矮化培育。具体方法：冬季时节，选择生长旺盛、直

立、部位较高的 1 年生枝条，剪去原枝长的 1/3-1/2（注

意剪口下选留健壮侧芽）。其中对于竞争枝、徒长枝和

下垂枝应注意压强留弱，去直留平。树冠上部枝条可重

剪，下部轻剪。修枝强度树高 3 米以下的，修枝 1/3；

树高 3-6 米的，修枝 2/3；6 米以上的，修枝 1/2 或 2/3。

翌年生长季应适时抹掉修剪枝条主干顶端发出的萌条，

以保护新生侧枝。 

第二十七条  应加强新造刺槐能源林有害生物防

治和森林防火工作。有害生物防治应以预防为主，通过

建立健全监测预报体系，特别是通过加强对易感部位的

监测，实现早发现，早防治。刺槐能源林常见病虫害防

治措施见附表 2。 

应严格刺槐能源林护林防火管理，树立护林防火标

牌，建立健全各项防火制度，强化防火意识。根据地形、

地貌及林地面积，规范建设防火带等防火设施。防火带

应设置在与林地接壤人员往来较多的路边、田边。每年

10 月下旬应去除防火带内的杂草，消除火灾隐患。 

第七章  收获与更新 

第二十八条  刺槐能源林一般种植 3-6 年后可进

行首次平茬收获，但刺槐能源林适宜的首伐期取决于刺

槐品种的生长特性、造林密度和数量成熟期以及各地造



林地的立地条件。如在河北香河，种植密度 0.6×0.8 米

的四倍体刺槐在种植 3 年时首次平茬时，平均株高 2.3

米，平均基径 1.9 厘米，平均单株鲜重为 1.138 千克，

每公顷产量可达 33580 千克，其中枝干重 13664 千克。 

刺槐能源林的平茬间隔期以 2-3 年为佳，具体与地

区及造林地条件有关。 

第二十九条  平茬收获时间应选择在休眠期进行

（北方以早春化冻前平茬最好）。平茬作业应保持茬口

平滑，为不损伤茬口影响萌蘖更新及有利于复壮更新，

应采取机械作业，留茬 5-15 厘米。平茬后，一般任留

桩萌条丛生。 

第三十条  刺槐能源林平茬后第 2 年春季土壤解

冻时，应进行松土促进萌蘖更新。松土深度不超过 5 厘

米，松土范围可从伐桩基部到距 1 米左右（可同时进行

施肥）。萌蘖密度达不到造林密度标准时，应在第二年

进行补植。 

第三十一条  当刺槐能源林已进行多次平茬利用，

出现萌条数量少而纤细时，或老桩根部已开始腐朽，或

发生不可抗拒的病虫、火灾等灾害，致使林分出现高度

衰退时，应将老桩刨出，重新进行全面更新整地造林。

为保持土壤肥力，维持地力，更新造林应更换树种或品

种。 



 

附录 1  刺槐能源林培育推荐良种名录 

 

中文名称 拉丁名 良种编号 适宜立地 

豫刺槐 1号 
Robinia 

pseudoacacia‘Yucihuai1’ 

豫

S-SC-RP-008-2000 
河南省沙区、丘陵区 

豫刺槐 2号 
Robinia 

pseudoacacia‘Yucihuai1’ 

豫

S-SC-RP-009-2000 
河南省沙区、丘陵区 

豫引 1号刺

槐 

Robiniapseudoacacia‘Yuyin 

No.1’ 

豫

S-ETS-RP-028-2013 

河南省刺槐适生区栽

培。 

豫引 2号刺

槐 

Robiniapseudoacacia‘Yuyin 

No.2’ 

豫

S-ETS-RP-029-2013 

河南省刺槐适生区栽

培。 

豫刺 9号刺

槐 

Robiniapseudoacacia‘Yuci 

No.9’ 

豫

S-SV-RP-030-2013 

河南省刺槐适生区栽

培。 

四倍体刺

槐 
Robinia pseudoacacia‘K4’ 

国

S-ETS-RP-003-2003 

适宜最低年均温

5℃、降水量 200mm

以上地区。 

菏刺 2号 Robinia pseudoacacia cv. 
鲁

S-SV-RP-009-2002 

鲁西及鲁中南南部的

平原区域。 

 

 

附录 2  刺槐能源林常见病虫害防治措施 

 

病虫害名称 危害症状 防治措施 

紫纹羽病 

病原菌通过土壤浸染刺槐根

部，受害重的，叶形变小变黄，

发芽迟弱，最后由于根部腐

烂，树冠枯死或风倒。 

在7月底至8月中旬将发病植株表土挖

出，以露出树根为度，撒入石灰粉、草

木灰或灌入石灰乳，每株用石灰

0.3-0.5kg，然后覆土。 

小皱椿 

以成虫及若虫群集 1-3年生枝

条和幼树基部的幼嫩部位吸

食汁液。致使树叶变黄早落，

枝条枯死，甚至整株死亡。 

可通过捕杀越冬成虫；在树干基部和林

内越冬场所喷撒 50%硫磷乳剂 1,000倍

液药杀成虫，或在成虫产卵盛期剪卵枝

烧毁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