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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旱区地理跨度大! 分布范围广! 自然条件恶劣! 生态状况脆弱! 是

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 也是我国生态建设的重要地区! 生

态区位十分重要$ 我国宜林荒山荒地的 "#$分布在旱区! 在当前推进生态

文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下!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 旱区将成为我国造林绿化的主要地区! 也是实现"十三五#末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 %&'()$目标的潜力所在$ 加快旱区造林绿化是国家林业局根

据我国林业生态建设新形势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关系到国土生态格局安全

和我国旱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随着林业生态建设的深入推进! 旱区剩余的宜林地立地条件越来越差!

对造林方式% 技术要求更高! 造林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推进旱区造林绿化!

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把水资源承载能力放在首位! 合理

利用水资源! 应用先进技术! 科学推进旱区造林! 提升旱区林业生态建设成

效$ 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司组织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编制了&旱

区造林绿化技术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根据我国旱区水% 热等自然条

件! 科学划分区域和类型! 采用多因素综合指标法! 对旱区进行造林类型区

划和评价! 并通过总结旱区造林绿化成功经验% 技术措施! 对整个旱区不同

的造林类型区和造林类型亚区提出了造林绿化原则和技术方法! 做到宏观有

调控! 微观有指导! 适用于我国旱区管理% 科研% 教学等工作! 为旱区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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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提供技术支撑$

在&指南'的编写过程中! 旱区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林业厅(局)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各有关林业科研% 勘察设计等单位! 提供了宝贵资

料! 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 在此! 特致谢忱$

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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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旱区划分

一! 划分标准

本技术指南所称旱区是指包括半干旱! 干旱和极干旱在内的区域" 气候类

型区的划分依据国家气候中心利用我国 !"## 个气象站# 最近 $# 年$%&'%%!#%%

年&的逐日降水量! 平均气温!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相对湿度! 风速和日照时

数等气象资料计算出的干燥度指数而划分# 干燥度指数大于 %() 的区域为旱区"

干燥度指数采用如下方法计算'

*+,-./0-

其中*+为干燥度# -./为采用 1*2-345647894:3;:< 方法计算的潜在蒸散

量# -为降水量"

气候区与干燥度指数的关系见表 %7%"

表 !"!#气候区与干燥度指数划分标准

气候区 干燥度指数

极湿润 *+

!

#()

湿润 #() =*+

!

%(#

亚湿润 %(# =*+

!

%()

半干旱 %() =*+

!

$()

干旱 $() =*+

!

!#

极干旱 *+>!#

二! 旱区分布

我国旱区分布在东北西部! 华北和西北大部分地区# 自东北向西南走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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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线大致东起海拉尔! 齐齐哈尔# 经燕山! 太行山! 陕北! 甘宁南部# 至青

藏高原中西部" 另外还包括华北平原的河北中南部! 鲁豫北部以及川西北与云

南交界的部分地区# 总面积 ")!(@ 万 A5

!

# 占国土总面积的 "B(%C" 涉及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河南! 四川!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 %'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B## 多个县

级单位" 另外# 由于气象资料所限# 其他未纳入旱区范围的区域# 可参照本指

南实施造林绿化工作"

第二节?旱区基本情况

一! 气候

我国旱区多呈现明显的大陆性气候# 区域内差异明显" 降水量从东南向西

北递减# 东部局部区域可达 )## D@##55( 西部塔里木盆地! 阿拉善高原是全国

干旱中心# 局地降水不足 %#55# 且降水年内分配不均# 年际变率大# 长时间干

旱与暴雨交替发生" 蒸发量大# 光热资源丰富# 全年日照时数 !)## D$### 小

时# 无霜期 &# D$## 天#

"

%#E积温 %B## D)###E" 气温年变化和日变化均很

大# 夏秋季午间地面温度可达 )# D@#E$陈曦# !#%#&"

二! 地貌

高原! 内陆盆地及山地构成了旱区的基本地貌格局# 东北西部的松辽平原

和华北平原也是旱区的组成部分" 整个旱区地面相对平坦# 部分地域则上升幅

度很大# 形成了环绕盆地或横亘高原的中! 高山"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 风化!

物质移动! 流水侵蚀和风力吹蚀及堆积# 使得地面组成物质粗瘠# 沙漠! 沙地!

砾石戈壁! 黄土和山地广泛分布"

三! 土壤

受地形! 气候! 母质! 植被及人类活动影响# 旱区土壤在空间上存在较大

差异# 但普遍土壤发育不良# 有机质和水分含量低# 盐分含量高# 土层薄# 质

地粗# 土壤表层常有钙积层和石膏层# 非地带性风沙土占比很大# 肥力较高的

土质平地多为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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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植被

旱区主要分布草原和荒漠植物# 植被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明显# 由半

干旱到极干旱# 植被类型依次为草甸草原! 干草原! 荒漠草原和荒漠" 贺兰山

以西# 干燥度>"(# 的广大地区# 荒漠植被占绝对优势# 植被稀疏矮小# 种类

不多# 结构简单# 主要为旱生! 超旱生灌木和半灌木# 河谷绿洲有天然阔叶林

分布" 贺兰山与盐池 F鄂托克旗 F百灵庙 F温都尔庙一线之间# 干燥度 !(# D

"(## 主要由旱生的禾草$!"#$%&'()#&#*++(&和灌木组成# 中山地带有针阔叶林

分布( 该线以东# 干燥度 %() D!(## 主要分布草原# 山地森林资源丰富# 沙地

分布有耐旱的乔木疏林和灌木林"

五! 林地资源

我国旱区林地总面积 @!("" 万 A5

!

# 占旱区总面积的 %$($@C" 区域内森林

资源总量不足# 分布不均# 覆盖度仅 @('C# 不足全国平均覆盖度的三分之一"

林地中宜林荒山荒沙地面积大# 有林地面积小( 灌木林面积大# 乔木林面积小"

林地中有林地 %%()&万 A5

!

# 占林地面积的 %'()@C( 灌木林地 !%()"万 A5

!

#

占林地面积的 $"()#C( 疏林地 #(') 万 A5

!

# 占林地面积的 %($)C( 未成林地

%(&' 万 A5

!

# 占林地面积的 $(%BC( 苗圃地 #(%$ 万 A5

!

# 占林地面积的

#(!%C( 无立木林地 "(#B 万 A5

!

# 占林地面积的 @()%C( 宜林荒山荒沙地

!!(%$ 万 A5

!

# 占林地面积的 $)(")C( 林业辅助用地 #(%@ 万 A5

!

# 占林地面积

的 #(!)C"

六! 水资源

水资源缺乏# 总量不足# 分布不均# 过度开发是我国旱区水资源的显著特

征" 旱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 !!$(% G%#

'

5

$

# 平均 '@("!5

$

0<5

!

# 人均约为

$#''5

$

#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 G%#

"

5

$

&$陶希东等# !##%&" 区域内除黄

河! 西辽河! 额尔齐斯河等少数河流外# 均属内陆河流# 径流补给依赖四周山

岭的冰川融水和降雨# 远离河流区域地表水资源匮乏" 区域内湖泊众多# 主要

分布在青藏高原# 以咸水为主" 地下水资源地区差异大# 开采不均# 一般是山

麓地带以及较大河流沿岸贮量丰富# 水质较好# 其他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贫乏#

水质较差" 水资源供需矛盾大! 浪费严重是当前旱区水资源利用面临的主要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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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旱区造林区划

根据我国旱区水热条件! 地貌和土壤等特点# 并依据生态建设对象! 尺度

和目标# 以)尊重自然! 顺其自然! 利用自然! 分区施策*为总原则# 采用三级

区划体系对我国旱区进行造林区划# 一级区$造林类型区&为气候格局区# 二级

区$造林类型亚区&为区域调控区# 三级区$造林类型小区&为技术服务区"

一! 一级区"造林类型区#划分

一级区$造林类型区&依据气候干旱状况# 以干燥度指数作为一级类型区划

分的主导因子# 并辅以降水量因子加以修正# 同时综合考虑空间完整性和连续

性进行造林类型区划分" 反映我国旱区的气候总体格局# 是旱区造林工作战略

部署! 顶层设计方略的重要依据" 区间反映我国旱区气候干旱程度明显差异特

征# 区内反映气候干旱程度相对一致" 将旱区划分为 $ 个类型区$一级区&# 即

半干旱造林区! 干旱造林区和极干旱造林区" 一级区$造林类型区&划分指标及

标准见表 %7!# 划分结果见附图"

表 !"$# 一级区!造林类型区"划分指标及标准

造林类型区 干燥度指数 降水量$55&

半干旱造林区 %() =*+

!

$() !)# D)##

干旱造林区 $() =*+

!

!# %## D!)#

极干旱造林区 *+>!# =%##

二! 二级区"造林类型亚区#划分

表 !"%# 温度带划分指标及标准

温度带
"

%#E的天数 % 月平均气温 B 月平均气温

寒温带 =%## =F$# =%@

中温带 %## D%B# F$# DF%! %@ D!"

暖温带 %B% D!!# F%! D# >!"

北亚热带 !!% D!"#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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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温度带
"

%#E的天数 % 月平均气温 B 月平均气温

中亚热带 !"% D!') " D%# >!"

南亚热带 !'@ D$@) %# D%) >!"

边缘热带 $@) %) D%' >!"

中热带 $@) %' D!" >!"

赤道热带 $@) >!" >!"

高原亚寒带 =)# F%' DF%# =%!

高原温带 )# D%'# F%# D# %! D%'

二级区$造林类型亚区&依据气候冷暖差异# 以日均气温
"

%#E的天数为主

要参照指标# 一月平均气温和七月平均气温为辅助指标# 按照温度带对一级区

的进一步区划" 二级区区间冷暖程度差异明显# 区内冷暖程度相对一致" 二级

区反映了我国旱区区域气候特征与生态建设措施相对一致性和区间最大差异性#

是作为确定区域生态修复布局! 协调跨流域! 跨省区的重大生态建设的调控单

元" 温度带划分指标及标准见表 %7$$郑度等# !##'&"

表 !"&#二级区!造林类型亚区"划分结果

类型区$一级区划& 类型亚区$二级区划& 涉及省$自治区! 直辖市&

半干旱造林区

半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河南! 山东!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半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陕

西! 宁夏! 新疆

半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 四川! 云南! 甘肃! 青海! 西藏

半干旱高原亚寒带造林亚区 青海! 西藏

干旱造林区

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 新疆

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 内蒙古! 甘肃! 宁夏! 新疆

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 甘肃! 青海! 西藏! 新疆

干旱高原亚寒带造林亚区 青海! 西藏! 新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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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型区$一级区划& 类型亚区$二级区划& 涉及省$自治区! 直辖市&

极干旱造林区

极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 内蒙古! 甘肃! 新疆

极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 内蒙古! 甘肃! 新疆

极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 甘肃! 青海! 新疆

根据二级区划标准和方法# 将我国旱区划分为 %% 个造林亚区" 划分结果详

见表 %7" 和附图"

三! 三级区"造林类型小区#划分

三级区$造林类型小区&依据大的地形! 地势单元# 在二级区划的基础上进

行的区划# 反映不同造林立地条件对造林技术的具体要求" 区划时要求区内立

地环境相对一致和区间差异性最大化# 造林工作要求根据立地条件因地制宜#

制定具体的造林技术和措施# 是造林绿化最基本的分类单元和实施造林作业的

具体对象"

!一"造林类型小区划分原则

%(小区内立地条件相似性和小区间立地条件差异性# 小区内立地条件相对

一致# 小区之间立地条件差异明显"

!(小区内造林绿化目标! 造林树种与技术措施相一致"

$(区划时以主导因子为主# 主导因子与辅助因子相结合"

"(区域界线和地理位置清楚# 小区不跨省级行政界线"

)(命名科学! 简便! 实用! 规范统一# 对造林作业具有科学指导意义"

!二"造林类型小区划分指标及方法

造林类型小区划分指标以地势地貌为主要指标# 降水! 水资源! 土壤! 植

被等为辅助指标$表 %7)&" 造林类型小区划分是在类型亚区的基础上# 按照区

划原则和划分指标进行的进一步划分" 主导因子为必须采用的共性指标# 辅助

因子是区域特征选择指标# 可根据实际情况在造林类型小区划分时选择使用"

!三"造林类型小区命名方法

类型小区的命名包括干旱度! 温度带! 区域名称和主要地貌特征 " 个方面#

即' 类型区H类型亚区H区域名称 H小区主要地貌特征" 如' 半干旱暖温带晋

西黄土丘陵沟壑造林小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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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林类型小区划分结果

根据三级区划方法# 将我国旱区划分为 %!) 个造林小区" 划分结果详见附

表和附图"

表 !"'#三级区!造林小区"划分指标及标准

主导因子 ????辅助因子

地形! 地势 降水量差异等级 水资源状况 其他因子

平原! 丘陵! 山地! 沙漠

$沙 地 &! 高 原! 极 高

原等

极干旱区' # D)#55

)# D%##55

干旱区' %## D%)#55

%)# D!##55

!## D!)#55

半干旱区' !)# D$##55

$## D$)#55

$)# D")#55

>")#55

可利用地表水

可利用地下水

可供给生态用水

土壤! 植被! 地

表覆盖 $沙漠沙

地! 戈壁! 绿洲!

盐碱地&等

第四节?旱区造林绿化基本原则及关键技术

为提高旱区林草植被盖度! 改善旱区生态环境! 提高旱区农牧民生活水平#

以水分承载能力为基础# 营造结构合理! 密度适中! 功能稳定的林分# 加快旱

区造林绿化步伐# 提高造林绿化成效"

一! 基本原则

%(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和科学造林观念"

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 科学! 规范! 有序地推进旱区造林绿化# 严格禁止

违背自然科学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落后造林方式# 倡导运用先进! 科学的植

被恢复方式开展旱区造林绿化"

!(坚持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 人工辅助造林的原则" 宜禁则禁! 宜封

则封! 宜飞则飞! 宜造则造! 宜荒则荒# 自然恢复与人工造林相结合# 人工促

进自然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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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的原则" 大力提倡乡土树种! 抗旱耐盐碱树种

造林# 宜乔则乔! 宜灌则灌! 宜草则草# 乔灌草结合# 大力营造混交林! 灌木

林# 严格控制耗水量大的乔木造林"

"(坚持量水而行! 以水定林# 实施集雨抗旱和节水造林" 根据水分条件合

理确定造林力度和规模# 合理利用地表水资源# 保护地下水资源# 积极发展雨

养林业! 节水林业# 有限制的发展灌溉林业"

)(坚持科学造林# 大力推广和应用抗旱造林新技术! 新材料# 科学合理确

定造林绿化方式! 林种结构! 林分结构和树种结构# 确保植被的稳定性和林木

生长的可持续性"

@(提倡直播造林! 低密度造林# 以营造防护林为主# 兼顾用材林! 经济林

和薪炭林"

B(造林活动要严格保护原有植被不被破坏# 在整地! 造林过程中充分保护

好自然生境和现有植被# 严禁采用引起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的一切整地方法和

生产行为"

'(坚持造林与管护并重的原则# 摒弃只造林不管护或重视造林轻视管护的

行为"

&(严格按照科学规划设计! 规范施工! 精心管护的程序实施造林绿化

工作"

二! 抗旱造林关键技术

!一"集雨整地技术

可产生径流的山坡地! 丘陵! 平地# 造林前采取人工或机械集雨整地# 使

降水汇集产生的径流补给到林木生长的土壤中# 满足林木成活和生长对水分的

需求"

%(穴状集雨整地

破土面圆形或方形# 栽植坑周围围成一个汇水区" 适用于地形破碎! 土层

较薄的平地整地$图 %7%&"

规格和方法' 采用穴状整地# 大穴的口径 #() D%5# 深度 #(" D#(@5( 小

穴的口径 #($ D#()5# 深 #($ D#()5" 挖坑后# 以坑为中心# 将坑周围修成

%!#ID%@#I的边坡# 形成一个面积 " D@5

!的漏斗状方形坡面$或圆形&集水区#

并将坡面做硬化处理$拍实&或铺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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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穴状集雨整地示意图

!(鱼鳞坑集雨整地

随自然坡形# 沿等高线# 按一定的株距挖近似半月形的坑# 坑底低于原坡

面 $#J5# 保持水平或向内倾斜凹入" 适用于地形破碎# 土层较薄的坡地整地#

呈品字形排列$图 %7!&"

规格和方法' 坑长径 #(' D%()5# 短径 #(@ D%(#5( 坑下沿深度不小于

#("5# 外缘半环型土埂高不小于 #()5" 沿等高线自上而下开挖# 先将表土堆放

在两侧# 底土作埂# 表土回填坑内# 在下坡面加筑成坡度约为 $#ID"#I的反坡

$图 %7!&"

图 !"$#鱼鳞坑整地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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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坡水平阶集雨整地

根据地形# 自上而下# 里切外垫# 沿等高线开挖宽 % D%()5左右的田面#

田面坡向与山坡坡向相反# 田面向内倾斜形成 'ID%#I的反坡梯田" 适用于坡面

完整! 坡度在 %#ID!#I的坡面整地$图 %7$&"

图 !"%#反坡梯田整地示意图

6(自然坡面?K(田面宽?J(埂外坡?L(沟深?3(内侧枝

"(反坡水平沟集雨整地

反坡水平沟整地技术用于坡面较整齐# 坡度小于 $#I# 土层深厚的坡地# 采

取人工或机械沿等高线连续开挖出长度不限的沟槽$图 %7"&"

图 !"&#反坡水平沟整地示意图

规格和方法' 带间宽度视降水和坡度大小而定# 一般 ) DB5# 根据地形沿

等高线人工或机械开挖沟槽# 沟宽 @# D'#J5# 沟深 )# D@#J5# 长不限# 每隔

)5留 )#J5挡埂# 表土活土回填# 用生土在沟外侧下坡筑成高 )#J5! 埂宽

@#J5的地埂"

!二"咸水滴灌造林技术

沙漠公路两侧! 油气田和矿区周围# 利用沙漠地区丰富的地下咸水资源进

行滴灌造林# 建立生态防护林工程" 滴灌不仅水资源利用率高# 而且可防止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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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聚盐对林木的危害"

具体方法按照滴灌造林技术步骤和要求实施# 但需要定期清除盐结层以防

盐害# 即当地表形成盐结层时应实施人工清除"

!三"贮水灌溉造林技术

建立贮水窖# 将秋闲水! 洪水! 雪水就地拦蓄! 贮存起来# 通过人为重新

分配# 进行灌溉造林"

具体方法是在集水面的汇水处挖建水窖# 形状可为圆柱形! 瓶型! 烧杯性!

坛型等$张连翔等# !#%%&# 窖的内壁和底部设黏土或水泥防水层# 收集储存雨

水# 造林时用作苗木灌溉"

!四"覆盖造林技术

造林后在苗木周围铺设地膜! 覆盖秸秆! 平铺石块! 喷洒生化抗蒸发剂等

$张连翔等# !#%%&# 抑制土壤水分蒸发# 保持土壤水分"

具体方法是在造林后# 以苗木为中心# 在苗木周围用覆盖材料$石块! 地

膜! 秸秆! 生草等&覆盖 )#J5G)#J5的穴面" 若用地膜覆盖# 要低于种植穴#

形成漏斗形# 上压一层土# 使降雨或灌水流入苗木根基"

!五"保水剂造林技术

苗木定植时# 施用 %# D)#M的保水剂洒埋于树苗根部# 在一次浇水或降雨

后便可将水分吸附于土壤中# 供林木长期吸收" 也可用 )# D%##M抗旱保水剂兑

)#

!

水# 充分搅拌溶解成糊状# 栽植时每株苗木浇该溶液 #()

!

后迅速盖土#

其后可视干旱情况进行灌水"

!六"沙地造林辅助工程措施

流动! 半固定沙地$丘&造林# 首先采用机械沙障等工程措施固定沙丘# 然

后实施直播造林或植苗造林" 主要用于沙漠! 沙地中的道路两侧! 绿洲外围的

防风固沙林的营造"

具体做法是造林前# 在流动沙丘上# 按照 %5G%5或 !5G!5的规格划好

施工方格网线# 将修剪均匀整齐的麦草! 稻草! 芦苇等材料横放在方格线上#

用板锹之类的工具置于铺草料中间# 用力下插入沙层内约 %)J5# 使草的两端翘

起# 直立在沙面上# 露出地面的高度约 !# D!)J5# 再用铁锹拥沙埋掩沙障的根

基部# 使之牢固# 然后在草方格内栽植苗木"

!七"直播造林种子处理技术

在沙地上实施直播造林时# 采用有机和无机微肥! 保水剂等材料对种子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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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粒化处理# 使其能在播种后吸水膨胀! 快速发芽# 提高造林成活率"

具体做法是称取一定质量的选定种子# 加入种子质量 $ D@ 倍的黏合剂溶

液# 搅拌均匀后# 再加入 ! 倍于黏合剂质量的配方粉料# 经筛摇加工成丸# 自

然晾干后装于袋中备播" 基本工艺为' 精选种子
#

小丸化
#

增大滚圆
#

抛光
#

干燥与计量包装" 此过程可在振摇设备上加工成丸# 也可手工加工成丸"

!八"引洪落种灌溉造林技术

流经旱区盆地! 绿洲的季节性河流两岸及其周围区域# 将春夏季高山融雪

和降雨形成的洪水引导到绿洲外围# 通过天然下种或人工落水播种# 进行造林

和促进植被恢复"

具体做法是在洪水来临前# 在靠近林区+胡杨$,-+./.*#.+"%&0(1&&! 柽柳

$!&'&%(2*++(&,的宜林荒沙地# 开渠堵坝# 洪水来时自由下落的种子随洪水漂

移着床" 在缺少天然下种的宜林荒沙地# 将土地分成 %#<5

!大小的地块# 平整

打埂# 开深 )#J5的引水沟# 洪水来时人工在渠首往水里撒播种子# 种子随水

着床"

!九"涌泉根灌技术

主要用于绿洲经济林及特殊防护林的节水灌溉造林# 将灌溉水直接输送到

苗木根系# 所有毛管和微管全部埋入地面以下# 使用寿命可达 !# 年# 费用只有

一般滴灌的 $#C"

涌泉根灌是灌溉水由直径为 "55的微管流到内部灌水器的进水口# 经过滤

网进入流道# 再由侧下部的出水口流出# 由套管导入底部土壤中# 内部灌水器

处于悬空状态# 不与土壤直接接触# 避免了堵塞$吴普特# !#%#&"

!十"塑料管防护无灌溉造林技术

在年降水量 %## D$##55的地区# 利用直径 %) D!#J5# 长度 !# D$#J5的

可降解套管# 造林时将其套住苗木并插入土壤 )J5# 管件寿命 ! D$ 年为宜" 适

宜流动! 半流动! 固定沙丘以及戈壁上的造林# 可降低地表层高温和减小土壤

蒸发# 防止风沙以及小动物啃食等危害# 不需灌溉# 适宜秋季! 春季直播和植

苗造林"

!十一"湿沙层水造林技术

我国东部沙地及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可在秋末冬初第一场雪前# 利用

当年降水产生的悬湿沙层# 在沙丘实施灌木免灌造林# 加上冬季有一定量的降

雪补给水# 次年春季土壤墒情较好# 可大大提高造林成活率$李生宇等# !#%$&"

具体做法是在土壤冻结前# 选择土壤水分条件较好的沙丘$阴坡! 背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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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挖坑至湿沙层# 随即将苗木植入坑中踩实" 适宜此方法的主要灌木树种有

梭梭$3&/-24/-) &''-5#)5%-)&! 柽柳! 锦鸡儿$6&%&$&)& *()(1&&等# 造林苗木不

易过大$! 年生为宜&"

!十二"沙地集雨造林技术

在降水量大于 %##55的沙漠! 沙地丘间低地# 按 " D)5行间距开沟# 沟深

$#J5# 向沟两边翻土# 再将沟两旁修成 %!#ID%@#I的边坡# 然后在沟内按 " D

)5间距打一条高约 !)J5的横埂# 两边坡与两横埂之间围成一个面积 !# D!)5

!

的双坡面集水区$李生宇等# !#%$&# 再在沟内栽植梭梭! 柽柳等灌木# 可使两

边坡上所产生的径流水补给到林木根部"

!十三"秋季截干无灌溉造林技术

造林时一般采用 ! 年生易萌生树种苗木+杨树$,-+./.**++(&! 山杏$7%'#8

)(&1& *(9(%(1&&! 沙棘$3(++-+"&#%"&')-(5#*&! 刺槐$:-9()(& +*#.5-&1&1(&&等,#

截去主干# 根上部留秆 !#J5# 秋季土壤封冻前进行栽植# 栽植时地上留 !J5#

栽植后用表土将地上部分完全覆盖# 形成一个小土堆# 来年发芽时再剖开# 无

需灌溉"

!十四"大袋带水带土造林技术

不能灌溉的山地! 丘陵! 坡地造林# 使用聚乙烯塑料袋# 袋内放入土壤!

水及保水剂制成泥浆# 然后将苗木放入袋内泥浆中挖坑栽植# 造林后无需灌溉

可保证苗木成活"

具体做法是' 首先根据苗木大小选择适合的植苗袋( 在袋内放入水和土及

保水剂# 和成泥浆( 将苗木放入盛有泥浆的袋内( 将苗木袋合耳放入栽植坑内

压土( 最后将造林地的熟土填回栽植坑内# 踩实"

!十五"低压水冲扦插造林技术

沙漠或沙地中的流动! 半固定沙丘上# 以地下水或河水为水源# 以柴油机

为动力# 带动水泵将水通过胶皮水管送到用空心钢管做成的冲击水枪# 直接射

入沙丘中形成栽植孔# 然后将插条+如沙柳$;&/(2+*&''-+"4/&&! 柽柳等,插入

栽植孔# 再用水枪将插条周围的沙土冲入空隙# 填满压实# 一次完成栽植和

灌溉"

!十六"深栽造林技术

在旱区河流两岸的阶地和滩地! 干渠两侧! 绿洲内外! 平原和沙丘间的低

地上# 地下水位 % D$5深! 土壤为沙质土或沙壤土# 用钻孔机或手工在定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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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钻孔# 深至地下水位# 将无根的插杆或带根苗植入# 然后填土捣实"

适用于此方法进行深栽插杆造林的树种有杨树! 旱柳$ ;&/(2'&0*.5&)&&!

白柳$;&/(2&/9&&等# 适用于带跟深栽的树种有沙枣$</&#&$).*NOO(&! 沙棘! 胡

杨等"

!十七"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造林技术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也叫管道输水灌溉# 它是以管道代替明渠输水灌溉系统

的一种" 灌水时利用较低的压力# 通过压力管道系统# 把水输送到造林地进行

灌溉造林"

具体做法是在造林地较高的地方修建蓄水池# 将灌溉水引入蓄水池$或抽

水&# 再利用由输水管道! 给配水装置$出水口! 给水栓&! 安全保护设施$安全

阀! 排气阀&及田间灌水设施组成的输水系统# 将水输送到植树坑"

!十八"容器供水造林技术

造林时# 用一个废旧的塑料矿泉水瓶# 装满水后封好瓶口# 在水瓶拦腰处

扎一小孔$孔径 #($55左右&# 苗木定植时将水瓶放入栽植穴内的苗根旁# 孔眼

朝上# 选择一根健壮的根系插入水瓶孔口内# 根系插入瓶内尽可能深一些# 然

后按照造林要求埋土采实# 做埂灌水"

!十九"#三水$造林技术

)三水*造林技术是指集收雨水! 覆膜保水和根部注水于一体的抗旱造林技

术的简称" 具体做法是在造林时# 首先采用鱼鳞坑! 水平沟等方式实施集雨整

地# 造林后再在树坑上覆盖地膜# 其后在苗木生长过程中遇干旱时在树苗根部

注水补墒# 即通过收集雨水! 减少蒸发! 灌溉补水提高造林成活率"

三! 抗旱造林技术流程

!一"作业设计

在对绿化用地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编制科学! 实用的造林实施方案# 因地

制宜# 因势利导# 根据地形! 土壤! 水分等条件近自然配置和自由栽植# 突破

传统的固定株行距设计模式"

!二"适地适树

通过研究立地条件与树种的适应性# 选定适应造林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的抗

旱乡土树种造林"

!三"良种壮苗

选择品质优良! 生长健壮! 根系发达! 无病虫害的苗木造林# 苗木质量等

$*



旱区造林绿化技术指南

级要高# 规格要适中$灌木树种苗木 % D! 年生# 乔木树种生苗 ! D$ 年生&# 避

免采用大苗! 超规格苗造林"

!四"集雨整地

实施集雨整地! 局部整地# 整地破土面要小# 最大限度保护原有植被"

!五"抗旱栽植

造林时对土壤采取灌溉! 保水措施# 对苗木采取保水! 套袋处理# 尽可能

深栽和采用容器苗造林# 避免长距离苗木运输"

!六"抚育管护

造林后要及时进行补植补栽! 除草松土! 病虫害防治# 防止人畜破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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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本情况

一! 范围

极干旱造林区包括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东南部! 吐哈盆地! 阿尔金山! 昆仑

山北麓# 青海的柴达木盆地西部# 甘肃的河西走廊西端! 马鬃山及其以北# 以

及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西北部" 本区域划分为极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 极干旱

中温带造林亚区和极干旱高原暖温带造林亚区 $ 个类型亚区"

二! 自然概况

本区处于欧亚大陆深处# 是我国气候最干旱的地区# 气候显著特点是降水

稀少! 蒸发量大! 日照充足! 太阳辐射强! 昼夜温差大! 夏季干热! 冬天寒冷!

多大风! 沙尘暴频发" 本区大部分区域年降水量不足 %##55# 塔克拉玛干沙漠

腹地! 哈密! 敦煌! 柴达木西部等地不足 )#55# 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 本区域

地表水资源匮乏# 仅靠盆地周边山地的降水及冰川融水形成的季节性河流滋润

着绿洲# 山前平原贮藏着较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本区绿洲人口分布密集# 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人工绿洲不断扩张与天然

绿洲持续缩小和退化形成鲜明反差" 河流下游断流! 天然湿地减少! 湖泊干涸!

河岸林退化# 土地沙化和盐渍化严重( 广大的荒漠区虽然人烟稀少# 但由于生

活能源短缺对天然植被的樵采# 荒漠天然植被破坏严重# 绿洲边缘沙丘活化#

绿洲安全受到威胁"

第二节?造林绿化总要求

本区造林绿化要以维护绿洲生态安全和保护荒漠天然乔! 灌! 草植被为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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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求#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针# 通过封育保护

和人工辅助造林# 建立完善的防护林体系" 包括以下具体要求'

%(保护现有植被# 维护生态安全" 封育保护为主# 人工辅助造林# 封育保

护与人工造林相结合"

!(以营造防护林为主# 经济林为辅# 防护林与经济林相结合"

$(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与调度# 落实生态用水配额机制# 协调好农业用水

与林业用水! 上游用水与下游用水的关系# 保证造林和林木生长对水资源的

需求"

"(坚持因水制宜# 以水定林# 控制灌溉造林规模# 有限制的利用地下水灌

溉造林# 充分利用地表水$河流水! 洪水! 农闲水&实施人工灌溉造林"

)(选择抗旱性强! 耗水量少的灌木树种进行造林# 以营造灌木林为主# 乔

灌草结合# 限制采用耗水量大的树种造林"

@(应用节水灌溉技术和土壤保水技术进行造林# 提倡滴灌! 覆盖保墒# 禁

止大水漫灌"

第三节?类型亚区造林绿化

一! 极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极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包括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东南部! 吐哈盆地! 库木塔

格沙漠# 甘肃的河西走廊西端及马鬃山# 区域内分布有沙漠! 山麓! 戈壁和绿

洲# 土壤类型主要有风沙土! 棕漠土! 灰漠土! 盐土# 沙漠地区植被主要为旱

生! 超旱生的灌木! 半灌木# 绿洲河谷分布有天然胡杨林和柽柳灌木林# 低山

坡簏! 戈壁冲沟分布有稀疏的梭梭! 柽柳! 合头草$;4'+#$'& %#$#/((&等灌木丛"

本亚区涉及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本亚区地处欧亚大陆深处# 气候极度干旱# 年降水量不足 %##55" 区域内

沙漠! 戈壁! 绿洲镶嵌分布# 绿洲受风沙危害非常严重# 有沙埋绿洲势头# 水

资源严重短缺#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由于绿洲广泛分布# 生态区位非常重要#

林业生态建设以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维护绿洲生态安全# 保护和恢复林草

植被为重点"

该亚区主要以昆仑山和阿尔金山流出的河流水补给为主# 由西向东有和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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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克里雅河! 尼雅河! 安迪尔河! 卡拉米兰河! 车尔臣河! 若羌河等" 塔里

木河! 孔雀河! 车尔臣河汇集于塔里木盆地东部# 最终消失在荒漠中" 东疆的

吐鲁番和哈密地区# 天山雪水和冰川融水向南流淌渗透# 形成地下水流入盆地

周围# 以地下水补给的形式成为该地区主要水资源" 河西走廊西部水资源则主

要来自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和党河"

本亚区由于毁林开垦! 不合理利用水资源! 乱砍滥伐! 过度放牧等人为影

响# 叶尔羌河! 和田河中下游的灰杨$,-+./.*+%.()-*&&林和胡杨林大面积减少#

抵御风沙危害的生态服务功能大大减小# 昆仑山北坡及吐哈盆地绿洲受到风沙

危害"

!二"技术要求

%(林业生态建设以维护绿洲生态安全为目标# 以建立完善的绿洲防护林体

系为手段# 通过保护荒漠天然植被和人工造林# 增加林草面积# 提高植被覆盖"

!(对荒漠区的灌草植被# 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 严禁开垦! 放牧! 樵采等

破坏行为# 并通过定期补充生态用水# 保证植被正常生长和生态防护功能"

$(绿洲区按照)网! 片! 带*# )乔! 灌! 草*相结合的造林和育林原则# 建

立绿洲防护林体系" 绿洲外围建立灌草结合的第一道防线# 绿洲边缘! 河湖两

岸建立乔灌相结合的第二道防线# 绿洲内建立以乔木为主的窄林带! 小网格农

田防护林网"

"(河流湖泊周围及河谷洼地分布的疏林# 封造结合# 通过合理配水! 封沙

育林! 引洪灌溉等措施# 人工促进天然恢复"

)(沙漠公路两侧及矿区! 油气田周围#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实施

节水灌溉造林# 建立灌草植被类型的防风固沙林# 保护公路! 矿区及油田等不

受风沙危害"

@(适度发展经济林# 营造名优经济林和发展特色林果业种植# 改造现有低

产! 低质林果# 建立附加值高的经济林# 提高水的利用产出价值"

B(本地区适宜封沙育林育草和人工灌溉造林# 不适宜飞播造林"

!三"技术要点

%(封育保护

$%&区域

塔克拉玛干沙漠各河流及其周边荒漠区# 以及荒漠绿洲过渡带# 包括塔克

拉玛干沙漠南缘! 孔雀河下游# 吐哈盆地及中天山南坡# 罗布泊及其以西地区#

库木塔格沙漠# 以及河西走廊西端荒漠区等# 都是封育保护重点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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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区# 重点封育保护对象主要是分布于绿洲外围的

沙漠与绿洲过渡带丘间洼地的稀疏柽柳灌丛及芦苇$,"%&$'(0#**++(&草丛沙包#

以及伸入沙漠内部的河流谷地中的胡杨林! 灰杨林! 柽柳灌丛与草甸"

#

塔里木东北部及其以东荒漠区# 主要封育保护对象是沿河流绿色走廊的

天然胡杨林和柽柳灌丛林# 以及其他由芦苇! 花花柴$=&%#/()(&1&*+(& *++(&! 疏

叶骆驼刺$7/"&$(*+&%*(>-/(&&! 胀果甘草$?/414%%"(@& ()>/&0&&! 大叶白麻$,-&148

).'"#)5#%*-)((&等组成的灌草植被"

$

罗布泊及周围地区# 主要是分布在罗布泊保护区的旱生灌草植被# 西缘

主要是柽柳灌丛! 芦苇盐生草甸以及大片的大叶白麻与罗布麻$7+-14).'A#)#8

0.&盐生草甸# 其他地区为零星分布的盐节木$3&/-1)#'.'*0%-9(/&1#.'&! 盐爪爪

$=&/(5(.'*++(&等盐生植被# 都是该区封育保护的主要对象"

%

中天山南坡及吐哈盆地南部# 由于极度干旱# 植被非常稀疏# 主要是对

分布在荒漠区低洼滩地的沙拐枣$6&//($-).'*++(&! 红砂$:#&.'.%(& *-)$-)(8

1&&! 驼绒藜$6#%&0-(5#**++(&! 圆叶盐爪爪$=&/(5(.'*1"%#)B(&).'&! 膜果麻黄

$<+"#5%& +%@#C&/*B((&! 泡泡刺$D(0%&%(& *+"&#%-1&%+&&等灌木! 半灌木荒漠植被实

施封育保护"

&

库姆塔格沙漠及河西走廊西端荒漠区# 封育对象是分布于山前洪积扇的

合头草! 红砂! 霸王$;&%1-@4$(.'2&)0"-24/-)&! 裸果木$?4+*-+"(/& +%@#C&/*B((&

等稀疏灌丛# 山前洪积扇到沙漠边缘过渡区的梭梭! 白刺$D(0%&%(& 0&)$.0-%.'&!

沙拐枣灌木林# 以及沙漠地区的柽柳! 梭梭! 猪毛菜$;&/*-/& *++(&灌丛"

$$&目标

"

沿河流两岸及绿洲边缘# 以乔木$胡杨&和灌木$柽柳&为主的荒漠天然

林# 伴有草本$芦苇&植物的乔灌草类型# 育林区植被恢复达到稳定时的目标盖

度在 @#C D"#C为宜"

#

河流! 绿洲外围与荒漠区过渡区及低山坡麓# 以灌木为主$柽柳! 锦鸡

儿! 沙拐枣&# 伴有草本的灌草型# 育林区植被恢复达到稳定时的目标盖度在

"#C D!#C为宜"

$

远离河流! 绿洲的沙漠丘间地底及荒漠戈壁区# 以沙生植被为主的灌草

或灌丛型# 育林区植被恢复达到稳定时的目标盖度 !#C为宜"

$"&方式及类型

沙漠及其周边地区# 建立的荒漠植被封禁保护区# 要实施全封# 封育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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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灌丛型或灌草型"

河流谷地区# 建立的绿洲! 河流防护林及水源涵养林# 实施半封和轮封#

封育类型以乔灌草型为主"

$)&辅助措施

封禁保护区建立巡逻管护站点# 设立专人管护# 并实施禁牧! 限牧! 生态

移民" 绿洲! 河流! 山地封育管护区# 建立执法巡查制度# 防止破坏性的放牧

和利用"

沙漠及绿洲外围区域# 要利用融雪洪水# 人工引导洪水灌溉恢复植被" 其

他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实施人工造林"

!(名优经济林营造

$%&区域及造林树种

南疆塔里木盆东南部是新疆名优林果主产区# 以红枣$E(@4+".*F.F.9&&! 核

桃$G.$/&)*%#$(&&! 杏 $7%'#)(&1& A./$&%(*&! 香梨 $,4%.**()B(&)$#)*(*&! 苹果

$H&/.*+.'(/&&! 石榴$,.)(1& $%&)&0.'&! 巴旦杏$,%.).*&'4$5&/.*&等为主(

吐哈盆地以葡萄$I(0(**++(&! 红枣! 桑葚$J%.10.*H-%(&等为主( 河西走廊西端

的敦煌经济林区# 以苹果! 梨$,4%.**++(&! 桃$7'4$5&/.*+#%*(1&&! 杏! 红枣!

葡萄等为主"

$!&营造技术

一是通过对现有低产! 低质经济林改造# 提高经济林果品产量和质量# 形

成具有高品! 高产的规模型林果生产基地( 二是营造以巴旦杏! 红枣! 核桃等

为主的生态型经济林"

造林时要采用良种壮苗! 灌水定植! 覆盖保水" 大冠幅树种造林密度每

亩"

%" D$# 株# 中小冠幅树种每亩 !# D)# 株"

$(人工防护林营造

$%&造林区域及林种

绿洲外围营造防风固沙林# 河岸水渠道路居民区营造护岸护路防护林# 绿

洲营造农田防护林"

$!&造林树种

"

防风固沙林主要树种' 沙枣! 胡杨! 灰杨! 梭梭! 白梭梭$3&/-24/-) +#%8

*(1.'&! 柠条$6&%&$&)& =-%*"()*B((&! 柽柳! 沙拐枣等"

!!

"

% 亩,%0%)<5

!

#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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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岸水渠道路居民点防护林及农田林网主要树种' 新疆杨$,-+./.*&/9&

A&%(+4%&'(5&/(*&! 胡杨! 旱柳! 刺槐$:-9()(& +*#.5-&1&1(&&! 白榆$K/'.*+.'(8

/&&! 国槐$;-+"-%& F&+-)(1&&! 沙枣! 白蜡$J%&2().*1"()#)*(*&等"

$

盐碱地造林主要树种' 胡杨! 梭梭! 柽柳! 枸杞$L41(.'9&%9&%.'&! 柠

条等"

$$&造林密度及配置

一般防护林营造# 乔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灌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乔灌混交林 !# D"# 株"

农田防护林体系营造# 要根据风沙危害情况# 在绿洲西南方与沙漠接壤的

风沙危害严重区域# 从外围荒漠区到绿洲内部# 按照绿洲外围灌木固沙林! 绿

洲边缘乔灌阻沙林! 绿洲内乔木护田林网实施造林"

农田林网的林带走向与道路! 灌渠相互配合# 灌渠! 道路! 林网一体化"

林带间距主林带 "## D)##5# 副林带 '## D%###5# 林带宽 ' D%#5"

绿洲边缘阻沙基干林营造# 采用耐旱的沙枣! 核桃! 巴旦杏! 大枣!! 杏等

经济树种# 大宽度的营造生态经济林"

绿洲外围防风固沙林# 根据地下水! 小地形和土壤# 营造多树种混交的灌

木林# 团状! 块状混交# 以达到最佳防风固沙效果"

$"&整地技术

禁止全面整地# 实施穴状局部整地" 沙土地造林不提前整地# 随整地随造

林" 其他土地类型可提前预整地"

$)&造林技术

本区适宜植苗! 直播灌溉造林( 不适宜飞播造林! 大面积乔木造林" 植苗

造林要深栽# 栽植深度大于 )#J5# 造林季节一般为春季# 直播造林以洪水季的

拦洪造林为主" 树种配置农田防护林为乔灌型# 防风固沙林为灌草型# 盐碱地

造林以栽植耐盐灌木为主# 并实施排盐措施"

二! 极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极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包括新疆伊吾县北部的淖毛湖盆地! 甘肃马鬃山以

北荒漠戈壁和内蒙古额济纳高平原# 该区域沙漠! 戈壁! 绿洲! 裸岩石山镶嵌

分布" 涉及内蒙古! 甘肃! 新疆 $ 省$自治区&"

该区域炎热! 干燥! 多风# 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 @#55# 西部的淖毛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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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55# 东部的额济纳平原年降水量也只有 )#55# 年

蒸发量在 !)## D$B##55" 地貌景观为绿洲和湖泊被荒漠戈壁包围# &#C的区域

为荒漠区" 土壤是以地带性的灰棕漠土和非地带性的风沙土为主# 绿洲主要有

草甸土! 潮土等"

区域内绿洲植被主要以胡杨! 柽柳! 沙枣! 梭梭等天然乔木和灌木为主# 伴

有沙棘! 骆驼刺! 苦豆子$;-+"-%& &/-+#1.%-(5#*&! 芦苇等植物" 荒漠区植被有柽

柳! 骆驼刺! 梭梭! 芦苇等" 淖毛湖盆地有面积超过 "#万亩的天然胡杨林# 额济

纳绿洲的胡杨林面积近 ") 万亩$刘欣华# !##!&# 马鬃山以北有近 '# 万亩的梭梭

灌木林$冯建森等# !#%$&# 该区域是我国主要天然荒漠林分布区之一"

西部的淖毛湖盆地主要是伊吾河水对绿洲的灌溉和地下水补给# 由东向西

季节性径流形成的湖泊# 在其周围分布有大面积的荒漠胡杨林" 东部的额济纳

高平原有黑河下游的额济纳河贯穿全境# 最终流入居延海# 是区内唯一水源补

给河流# 也是绿洲的主要命脉" 马鬃山北地区年降水量 '#(B55# 无常年性河流

与湖泊# 暴雨后干河床与低地有洪水# 低洼地带有泉水出露"

本区域是我国中部路径沙尘暴的发源地# 自然生态环境脆弱" 由于上游河水量

的不断减少# 破坏了植被生长对水的供需平衡# 加之人为破坏和过度放牧# 天然荒

漠林枯死# 森林面积减少# 湿地萎缩# 植被退化严重# 绿洲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二"技术要求

%(对分布本亚区的胡杨! 梭梭等天然荒漠林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 严禁放

牧! 樵采等破坏行为# 并通封沙育林# 人工促进天然恢复# 提高林草植被盖度"

!(在绿洲! 河流两岸! 湖泊周边实施封育与人工造林相结合的育林措施#

增加林木面积# 提高森林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

$(通过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逐步提高绿洲生态用水量和下游输水量# 恢复

湿地及其周边植被"

"(在绿洲外围沙漠戈壁前沿# 建立乔灌草结合的防风阻沙林# 防止风沙侵

入和危害# 绿洲内建立完善的防护林网"

)(本地区适宜封沙育林育草和人工辅助造林种草# 不适宜飞播造林"

!三"技术要点

%(封育保护

$%&区域

极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适宜封育保护的区域有巴里坤山以北$淖毛湖&! 额

济纳绿洲及两湖$东居延海! 西居延海&及马鬃山以北等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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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由于长期不合理水资源利用及对植被的破坏# 已影响该区域绿洲!

湖泊! 河流的生态安全# 由于受极端干旱气候! 水资源! 交通等条件限制# 只

能采取封育保护措施# 人工促进自然恢复"

$!&对象! 目标及类型

"

额济纳高原及淖毛湖盆地

%%%在绿洲及河湖两岸# 主要以胡杨! 红柳! 沙枣! 芦苇等组成的有林地

和疏林地为封育管护对象# 封育类型为乔灌草型# 封育区植被处于稳定状态的

目标盖度为 )#C# 其中乔灌木林盖度为 $#C"

%%%绿洲及河湖外围与荒漠过渡区域# 主要以沙枣! 柽柳! 花花柴! 白刺!

沙蒿$7%0#'(*(& 5#*#%0-%.'&! 沙拐枣组成的灌木林或疏灌$丛&为封育对象# 封育

类型为灌草型# 封育区植被处于稳定状态的目标盖度为 "#C D$#C# 其中灌木

盖度为 !#C D!)C"

%%%远离绿洲的荒漠区# 封育对象主要为梭梭! 花花柴! 白刺! 沙蒿! 膜

果麻黄! 红砂! 骆驼刺# 封育类型灌草疏林$灌丛&# 封育区植被处于稳定状态

的目标盖度为 !#C"

#

马鬃山以北地区

该区域封育类型为灌草型"

%%%砾石质戈壁区主要是梭梭疏林# 伴生植物有红砂! 合头草! 泡泡刺!

白茎盐生草$3&/-$#0-) &%&1")-(5#.*&! 膜果麻黄! 霸王! 雾冰藜$M&**(& 5&*4+"4/8

/&&! 猪毛菜等植物# 现在盖度 )C D%#C# 封育区群落目标总盖度为 !#C"

%%%山沟! 河床谷地区主要是已成林的梭梭灌木林# 灌木层和草本层都发

育良好# 伴生植物多# 长势好# 封育区群落目标总盖度为 "#C"

%%%海拔较低的洪积盆地区# 主要为梭梭老龄林# 梭梭植株高大# 伴生植

物很少# 只有白刺和一些草本植物# 主要是采取封育复壮更新# 封育区群落目

标总盖度为 $#C"

$$&方式

荒漠区的灌木林# 对于由于烂挖和烂樵采引起的灌木林退化地区# 封育初

期要实施全封# 禁止砍伐! 樵采! 开垦! 放牧! 采药! 狩猎! 勘探! 开矿和滥

用水资源等一切破坏植被的活动"

绿洲及河湖两岸的胡杨! 柽柳乔灌木林# 对于由于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利用

导致的下游林木衰败地区# 要制定和落实河水统一调度政策# 向下游调水补水#

恢复绿洲植被" 同时要兼顾当地农牧民的生产! 生活# 实施半封# 在保护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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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适当进行生产活动# 禁止采伐! 割草和放牧# 防止林木遭到破坏# 并有计划

地的进行居民搬迁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

$"&辅助措施

封育期限一般都要在 ) D%# 年# 并实施无限期管护"

结合人工管护# 在地下水位高! 有灌溉条件的地方# 辅助人工造林# 造封

结合"

"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在有季节性洪水流过的地方# 人工引导洪水到有梭

梭和柽柳下种的地方# 并破土整地# 人工促进恢复和更新"

#

人工补植' 对自然繁育能力不足或幼苗! 幼树分布不均的间隙地块# 应

按封育类型成效要求进行补植或补播"

$

平茬复壮' 对有萌蘖能力的树种$柽柳! 胡杨等&根据需要采取平茬复

壮! 断根等措施# 以增强萌蘖能力"

!(防护林营造

$%&水资源的分配与造林

本区域造林成败与林木能否存活# 关键取决于该区域对生态用水的配额"

因此# 在流域水资源的调配中# 结合现实用水状况与水资源总量制定合理的分

水原则# 给予足够的生态用水"

$!&造林区域及林种

本亚区大部分地区为戈壁! 沙漠! 裸岩# 这些地方不适宜人工造林" 只有

在绿洲! 河湖岸边! 山沟! 河床谷地水分条件较好的地区可实施人工造林"

荒沙地! 绿洲外围营造防风固沙林# 河湖岸边! 水渠道路两旁! 居民区营

造护路护岸防护林# 绿洲内营造农田防护林"

$$&造林树种

"

道路两旁! 河湖岸边等地下水位较浅的地区# 适宜的主要树种有沙枣!

柽柳! 胡杨! 梭梭! 榆树$K/'.**++(&! 旱柳"

#

荒沙地及盐碱地造林# 主要树种有梭梭! 柽柳! 枸杞! 柠条等"

$

农田防护林网造林# 主要造林树种有杨树! 榆树! 柽柳! 旱柳! 沙枣等"

$"&造林密度

一般造林# 乔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灌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乔灌混交林 !# D"# 株"

农田防护林造林# 按照绿洲外围营造防阻沙灌草林! 绿洲内营造护田林网

的要求确定造林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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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技术

禁止全面整地# 实施局部整地" 不提倡提前整地# 随整地随造林" 整地方

式为穴状整地和机械化带状整地"

$@&树种配置

沙荒地! 盐碱地造林以灌木树种为主# 并根据立地及生态建设目的# 多树

种带状! 块状混交造林"

农田林网! 绿洲周围及河湖岸边造林# 根据水分条件宜乔则乔# 宜灌则灌#

最好营造乔灌结合的混交林" 河湖岸造林# 可根据土壤! 水条件# 采取块状!

带状! 团状混交"

农田外围基干防护林营造# 要按照外围灌木! 里边乔木的配置方式混交造

林# 一般林带宽 %# D!#5"

护田林网的营造# 考虑到该区域风沙危害的严重性# 采取小网格! 窄林带

的配置方式# 主林带间距 $##5# 副林带间距 )##5# 林带宽度 )5" 采用不同树

种行间混交方式造林"

$B&造林方法及造林季节

本区适宜植苗灌溉造林# 造林时植苗要深栽# 栽植深度大于 )#J5# 荒沙

地! 较远的地方要采用容器苗造林" 造林季节一般为春季造林# 水要灌足"

三! 极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极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位于青藏高原北缘# 包括柴达木盆地西部! 昆仑

山北麓! 阿尔金山及祁连山西端" 涉及新疆! 甘肃! 青海 $ 省$自治区&"

本亚区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 %##55# 柴达木盆地西部年降水量不足

)#55# 仅昆仑山与阿尔金山西部交汇处的山区降水量可达到 %)#55" 区域土壤

类型主要有寒钙土! 寒冻土! 草毡土! 寒漠土! 风沙土! 盐土" 林木植被主要

为温带半灌木和矮灌木"

该区域沙漠! 戈壁! 山地! 湖泊分布" 昆仑山北坡# 面向塔里木盆地# 从

海拔一千多米的山麓到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顶# 依次为贫瘠不毛的石膏荒漠# 极

稀疏的红砂和沙拐枣灌丛# 稀疏的优诺藜$<.%-0(& &%9-%#*1#)*&! 合头草! 蒿类

$7%0#'(*(& *++(&! 野葱$7//(.'1"%4*&)0".'&! 禾草等灌草# 以及高山垫状植被"

柴达木盆地西部荒漠区# 中心地带为大面积的裸露沙漠戈壁# 在盐湖! 盐池!

盐沼和河流! 沟渠两侧! 丘间低地分布有黑果枸杞$L41(.'%.0"#)(1.'&灌木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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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到昆仑山坡簏# 沟坡及岩屑上有堆散生垫状驼绒藜$6#%&0-(5#*1-'+&10&&!

红砂! 合头草荒漠植被# 绿洲周围! 洪积平原后缘的雨沟有膜果麻黄! 梭梭!

柽柳! 白刺半灌木和灌木" 阿尔金山到祁连山西端的广大地区# 分布着典型的

亚洲中部荒漠植被# 有祁连圆柏$;&9()& +%@#C&/*B((&! 膜果麻黄! 塔里木沙拐枣

$6&//($-).'%-9-%-C*B((&! 红砂! 驼绒藜! 合头草! 蒿叶猪毛菜 $ ;&/*-/& &9%-8

0&)-(5#*&和泡泡刺等"

昆仑山北坡是补给塔里木盆地水资源的集水区# 众多流向盆地的内陆河流

与两岸植被相互依存" 柴达木盆地的水系具有典型内陆性特点# 均是短小并呈

向盆地中心流去的内陆季节性河流# 那仁郭勒河! 乌图美仁河等河流补给绿洲

的水分都源于东昆仑山北坡山地冰雪融水和山区降水" 祁连山西端则是流向河

西走廊的黑河和党河发源地"

近几十年来# 该地区植被遭到一定的破坏# 土地退化和沙化问题较为突出"

!# 世纪 )# 年代主要是开垦草原和樵采# '# 年代主要是开矿和盗挖甘草$?/414%8

%"(@& .%&/#)*(*&# 最近几年则主要是野蛮采摘野生黑果枸杞"

!二"技术要求

%(林业生态建设以建立完善的防护林体系为目标# 通过封禁保护区建设!

封沙育林和人工辅助造林# 人工促进天然恢复#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柴达木盆地的绿洲! 河岸! 湖泊周边的乔灌草植被# 以及生长在荒漠区

盆地! 冲积扇! 风积沙丘边缘和山间盐土平原上珍贵的黑果枸杞灌木林及其他

灌丛植被# 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 防止破坏"

$(大力营造和完善绿洲农田防护林体系# 绿洲外围营造以灌木为主的防风

固阻沙林# 绿洲内营造以乔木为主的农田林网"

"(通过盐碱地治理和重点区域造林绿化# 实施耐盐灌木经济林木$枸杞!

黑果枸杞&栽培# 营建经济防护林# 增加林草面积# 提高农牧民收入"

)(本地区适宜封沙育林育草和人工辅助造林种草# 不适宜飞播造林"

!三"技术要点

%(封育保护

$%&区域

柴达木盆地西部! 昆仑山北麓! 阿尔金山F祁连山西端等区域"

"

柴达木盆地地处青藏高原北部# 夹于昆仑山! 阿尔金山和祁连山间# 是

我国海拔高度最高的内陆高盆地# 主要由戈壁! 沙漠! 风蚀残丘和盐沼组成"

该区域由于矿业发展及城市化建设# 对水资源过度利用和沙生植被的破坏# 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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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沙危害严重# 沙尘暴频发# 是今后植被保护和恢复的重点区域"

#

昆仑山北麓围绕塔里木盆地南缘# 形成南向突起的弧形山脉# 是南疆盆

地南部河流重要的流经地" 区内河流较多# 叶尔羌河! 库山河! 提孜那甫河!

棋盘河! 乌鲁克吾斯塘河! 波斯喀河等众多河流都流经该区# 最终都汇入塔里

木河" 该区内的自然植被主要为稀疏的荒漠植被# 过度放牧和人为樵采# 对区

域植被破坏较大# 封育和保护该区域灌草植被# 对塔里木盆地水资源安全尤为

重要"

$

阿尔金山到祁连山西端# 气候干燥# 植被稀疏# 以旱生的灌木和半灌木

为主# 阿尔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有包括野双峰驼$6&'#/.*>#%.*&在内的多种珍

稀野生动物在此生存# 加强该区域植被保护与培育# 对野生动物的生存! 防止

水土流失意义重大" 祁连山西部是黑河和党河发源地# 保护好该区域植被# 对

河西走廊西部水源安全意义重大"

$!&对象及目标

"

柴达木盆地北部的戈壁区# 重点保护的植被为红砂! 合头草! 细枝盐爪

爪$;/#)5#%9%&)1" =&/(5(.'&! 驼绒藜! 蒿叶猪毛菜等半灌木丛( 中部西台吉乃尔

湖! 东台吉乃尔湖! 鸭湖区域重点保护的植物有柴达木沙拐枣$6&//($-).'@&(8

5&'#)*#&! 膜果麻黄! 柽柳! 芦苇! 赖草$L#4'.**#1&/().*&等灌草丛以及分布于

盐化荒漠土的稀疏驼绒藜和红砂灌木丛( 南部盐沼区保护的植被有黑果枸杞!

白刺! 芦苇! 赖草等盐生灌草丛" 绿洲周边及河湖岸边#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

的目标盖度为 "#C D$#C# 山沟谷地为 $#C D!#C# 荒漠区为 !#C"

#

昆仑山北麓# 重点封育管护的植被类型有分布在中山阴坡上的散生雪岭

云杉$,().**1"%#)B(&)&&与山地草原构成的局部山地森林草原植被# 还有昆仑方

枝柏$;&9()& 1#)0%&*(&0(1&&与昆仑圆柏$G.)(+#%.*F&%B#)5#)*(*&组成的针叶灌木林

植被# 以及低山牧区由红砂! 猪毛菜等半灌木与沙生针茅$;0(+& $/&%#-*&&等组

成的灌草植被" 封育后中山阴坡森林草原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为

"#C# 阳坡灌草为 !)C# 低山荒漠戈壁灌丛为 !#C"

$

阿尔金山到祁连山西端区域# 封育保护对象主要是分布于中低山区的祁

连圆柏! 红砂! 驼绒藜! 蒿叶猪毛菜! 膜果麻黄! 圆叶盐爪爪$=&/(5(.';1"%#)8

B(&).'&! 紫花针茅$;0(+& +.%+.%#&&! 红砂及蒿类等灌草荒漠植被" 封育后植被

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为 !#C D$#C"

$$&类型

绿洲周边地区及自然保护区建立的荒漠植被封禁保护区# 要实施全封# 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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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类型为灌木型和灌草型"

绿洲! 山地丘陵及河流谷地区# 实施封山$沙&育林育草# 建立绿洲! 河流

防护林体系及山地丘陵水源涵养林# 实施半封和轮封# 封育类型以乔灌草型为

主" 人为破坏严重的地区# 封育初期实施全面封育# 植被恢复后可半封! 轮封"

$"&辅助措施

封禁保护区建立巡逻管护站点# 设立专人管护# 并实施禁牧" 对绿洲! 河

流! 山地封育管护区# 建立执法巡查制度# 防止放牧和利用"

对绿洲外围! 河湖绿色走廊的封沙育林区# 要建立巡查制度# 专人管护#

并定期给予生态水补给# 保证林木正常生长" 有灌溉条件的区域进行防风固沙

林营造"

!(经济防护林营造技术

$%&树种及造林密度

柴达木盆地西部的茫崖! 乌图美仁等绿洲# 分布有大面积盐碱地# 地下水

位较高# 适应枸杞生长" 另外# 柴达木盆地黑果枸杞人工栽培也获得成功# 可

在该区域盐碱程度低! 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方营造枸杞和黑果枸杞经济林防护林#

造林密度可按每亩 @# D%%# 株定植# 宽行距小株距栽植# 有利于经营作业和

采收"

$!&栽培技术

整地按照 " D)5带间距整地# 考虑到需要灌溉造林和灌溉经营# 与整地同

步配套灌溉设施# 采用滴灌! 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造林方法采用植苗造林! 扦插造林和分蘖造林均可" 植苗造林以春季为佳(

扦插和压条造林# 春秋两季均可# 方法是取 #() D%J5粗生长的枸杞枝条浸泡 !

D$ 天后# 剪成长 $# D)#J5的插穗扦插即可( 分蘖繁殖# 在 ! 年生的枸杞根颈

以上将干截去# 第二年便可萌发许多幼枝# 或将枸杞主根截断# 即从截断的主

根两端萌发出许多幼枝# 截根时间春季最佳"

$(人工防护林营造技术

$%&造林区域

本亚区由于特殊气候和地理位置# 适宜人工造林的区域较少# 主要为小型

绿洲及其周围# 可结合小城镇建设和农业开发# 在绿洲外围营造防风固沙林#

绿洲内营造农田防护林# 河岸湖泊水渠道路居民区营造护岸护路等防护林"

$!&造林树种

榆树! 沙枣! 胡杨! 梭梭! 柠条! 柽柳! 黑果枸杞! 枸杞! 沙拐枣! 沙

)"



第二章?极干旱区造林绿化

蒿等"

$$&造林密度

乔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灌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乔灌混

交林每亩 !# D"# 株"

$"&整地要求

禁止全面整地# 实施局部整地" 沙土地造林原则不提前整地# 随整地随造

林" 其他土地类型实施穴状! 带状整地# 可提前预整地"

$)&造林方法树种配置

本区适宜植苗灌溉造林# 栽植深度大于 )#J5# 造林季节一般为春季造林#

树种配置农田防护林为乔灌型# 防风固沙林为灌草型"

极干旱造林区是我国旱区荒沙! 荒山! 荒地面积分布最广的区域# 但由于

大部分地区造林需要灌溉# 限制了造林绿化的发展"

绿洲农田防护林网! 绿洲外围防风固沙林及河湖护岸林的营造# 由于农田

灌溉及河流对地上和地下水的补给# 一般灌溉造林林木成活后# 正常情况下不

需特殊灌溉# 林木可正常生长" 经济林造林以及沙漠! 戈壁等荒漠地区的特殊

造林$公路铁路两侧! 油气田周围! 矿区&# 造林绿化要考虑造林后长期灌溉问

题# 需建立灌溉系统"

鉴于极干旱造林区林木对绿洲保护作用的重要性# 有必要经营好现有林草

植被和完善绿洲防护林体系" 一方面控制绿洲规模# 合理分配水资源# 给予足

够的生态用水# 维持绿洲生态平衡( 另一方面# 在造林绿化时# 可根据水资源

供给情况和造林目的需求# 选择耗水量小! 抗旱性强的树种造林# 造林密度以

达到设计防护效果的需求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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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本情况

一! 范围

干旱造林区包括新疆的准噶尔盆地! 塔里木盆地西北部! 巴里坤山以北地

区! 天山东部! 昆仑山西部# 青藏高原北部# 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中部# 甘肃的

河西走廊# 宁夏北部以及内蒙古高原中西部" 本区域划分为干旱暖温带造林亚

区! 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 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和干旱高原亚寒带造林亚区

" 个类型亚区"

二! 自然概况

本区属半荒漠地带# 地域辽阔# 地貌类型多样# 有起伏的高原# 矗立的山

地# 广袤的沙漠! 戈壁# 大面积发达的农灌区" 本区与极干旱区主要区别是降

水量相对丰富# 天然荒漠! 半荒漠天然灌木林广泛分布# 河谷及山地的中山地

带分布有天然乔木林"

本区域东西! 南北跨度大# 跨越暖温带! 中温带! 高原温带和高原亚寒带

四个温度带# 气候相对复杂" 太阳辐射强# 昼夜温差大# 夏季干热# 冬季寒冷#

大风日数多! 沙尘暴频发" 降水稀少! 变率大# 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 %## D

!)#55# 部分地区可达到 $##55# 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 天然植被以灌木! 草

本为主# 山地! 河流两岸分布有乔木树种"

本区域冰川! 河流及湖泊广泛分布# 水资源相对丰富# 另外内陆河流的山

前平原及河套平原# 贮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除黄河! 额尔齐斯河外# 其他

河流都为内陆河流# 多数河流发源于山区# 流量稳定# 沿途灌溉农田# 并渗漏

补给地下水# 最终消失在沙漠沙地中" 黄河流域几大灌区# 水资源丰富# 地下

水位高# 可利用量大" 由于多数河流丰水季在 @ F& 月的降水集中期# 春季枯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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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农业集中用水与造林争水矛盾突出"

本区人口分布差异很大# 农灌区相对密集# 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人工绿

洲不断扩张与天然绿洲持续缩小和退化形成鲜明反差( 高原山区人口虽然稀少#

但牧业发达# 人为干扰较重# 植被退化严重( 内陆河流下游河道断流! 天然湖

泊干涸! 河岸林和荒漠灌木林严重退化# 土地沙化和盐渍化严重# 河流下端地

下水过度开采引起的植被死亡现象严重( 黄河沿岸几大灌区水资源浪费严重#

造成大面积的土地次生盐渍化"

第二节?造林绿化总要求

本区生态状况复杂# 造林与植被恢复任务繁重# 水资源短缺! 过度利用和

浪费共存" 林业生态建设必须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维护绿洲生态安全和

保护天然植被为重点" 造林绿化坚持封禁保护优先# 先封后植# 以灌木为主#

乔灌草结合# 以增加林草资源总量! 提高林木生态防护功能为目标# 以恢复!

保护林草植被为手段# 加快生态修复" 具体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保护优先# 在保护好现有植被和生境的前提下实施人工造林"

!(坚持自然修复为主# 人工促进植被恢复与重建" 自然修复与人工促进恢

复相结合# 封育与人工造林相结合"

$(因地制宜# 因水制宜# 以水定林# 以免灌溉造林为主# 灌溉造林为辅#

实施节水灌溉# 禁止大水漫灌"

"(造林以灌木为主# 营造乔灌草结合的混交林( 造林树种以乡土树种为

主# 选择抗旱性强! 耗水量少# 耐盐碱! 耐沙埋等特性的树种造林"

)(林分结构上# 控制造林密度# 农田防护林以疏透结构为主# 防风固沙林

造林采取合理的乔灌草比例和适宜的种植密度配置# 保证林木生存和生长最基

本的水分条件和生长空间"

@(保证林业生态用水# 人工辅助补偿水分亏缺# 并通过集水! 蓄水! 保

墒! 闲水利用等措施增加土壤水分# 满足林木生存! 生长需水量"

B(林种搭配上# 根据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大力营造防护林# 适度发

展经济林# 合理配置农田防护林! 防风固沙林! 经济林! 封沙育林比例# 社会

效益!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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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类型亚区造林绿化

一! 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包括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及天山山脉南坡# 地处欧亚大

陆深处# 气候干燥# 降水分布不均# 年降水量由西北部天山脚下的 !)#55# 向

东南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递减到不足 %##55" 本亚区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该区域水资源主要是西昆仑山及天山冰川融水形成的大小支流# 最终汇集

到塔里木河干流# 这些支流包括和田河下游! 叶尔羌河! 喀什格尔河! 阿克苏

河! 渭干河及孔雀河等# 滋润着流域的植被# 在河流经过的地区# 形成片片

绿洲"

区域内沙漠! 戈壁! 绿洲! 山地毗连分布# 在西昆仑山及天山环绕的塔克

拉玛干沙漠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区# 绿洲广泛分布# 人口密集# 水资源供需矛盾

突出" 河流上游持续绿洲化和下游持续荒漠化形成鲜明对比# 沿塔里木河流域

上游及各支流持续扩大的土地开垦# 加速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造成下游断流!

植被枯死! 湖泊干涸# 下游绿洲受到风沙危害的威胁# 地下水位下降# 天然荒

漠林面积减少# 土地盐渍化! 沙化加剧( 而天山南坡山前坡地# 由于过度放牧!

樵采等造成植被破坏和退化# 风蚀! 水蚀加剧"

!二"技术要求

%(维护绿洲生态安全# 建立结构稳定! 生态功能强大的防护林体系# 按照

)网! 片! 带*# )乔! 灌! 草*相结合的造林和育林措施# 对人工绿洲生态系统

进行完善和重建"

!(严格保护天然绿洲# 防止天然绿洲萎缩# 严禁在对天然绿洲进行毁林!

毁草开荒地表# 保护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合理控制人工绿洲规模# 禁止盲目开垦新的农田和增加新的灌溉土地"

"(严格控制林果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 通过对现有低产! 低质林果的改

造# 发展名优经济林! 特色林果业及药用植物的种植#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产出

价值# 达到节约水资源! 控制栽培规模! 提高果品质量! 增加收入的目的"

)(合理分配农林牧用水# 保证必要的生态用水# 以水定林# 实施引洪$闲

水&灌溉造林! 节水灌溉造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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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沙荒山及河流两岸# 通过封育保护和人工造林# 建立水源涵养林! 防

风固沙林! 河流湖泊护岸林"

B(塔里木河流域及其各支流灌溉绿洲农业区# 由于光热资源丰富# 通过栽

植! 改造# 建立鲜果! 干果名优特色经济林"

'(本地区适宜封沙育林育草和人工造林# 不适宜飞播造林"

!三"技术要点

%(封育保护

$%&区域及对象

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部塔里木河及其各支流沿岸! 河谷及天山南坡等天然

荒漠植被分布区等# 是本区封禁保护和封沙育林的主要区域"

"

沿塔里木河流域冲洪积平原封育区# 封育保护对象主要是分布于该区域

的天然乔灌草带# 主要植物种有胡杨! 灰杨! 沙枣! 柽柳和芦苇等"

#

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区# 封育保护对象主要是分布于

该区域的荒漠灌木林及其他半灌木丛# 主要植物种有柽柳! 梭梭! 沙枣及其他

灌木和芦苇# 以及塔里木西部特有的喀什木霸王$;&%1-@4$(.'B&*1"$&%(1.'&! 沙

拐枣! 红砂灌丛"

$

天山南坡中山区# 保护对象主要是分布该区的针叶疏林和灌草# 主要树

种有雪岭云杉! 蒿类! 猪毛菜等( 低山区及洪积扇封育对象主要是灌木! 半灌

木丛# 主要植物种有猪毛菜! 泡泡刺! 膜果麻黄等"

$!&封育类型及目标

"

塔里木盆地东北部沿各河流两岸! 谷地# 封育类型为乔灌草型# 经过) D

%# 年的封育后# 达到结构合理! 生长稳定的乔灌草复合型绿洲防护林# 封育区

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 D@#C"

#

河流沿岸外围! 绿洲荒漠过渡带# 封育类型为灌草型# 经过长期封育#

使植被得到回复# 盖度有所提高# 封育区植被恢复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 D$#C"

$

远离河流! 绿洲的荒漠区$塔克拉玛干沙漠&# 封育类型为灌丛草型# 通

过建立封禁保护# 保护分布在沙漠地下水较浅的沙丘间凹地灌# 以及沙漠边缘

沙丘与河谷三角洲相会地区的灌草植被# 封育区植被恢复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

盖度在 !)C左右"

%

天山南坡坡积! 洪积扇与沙漠交界的过渡带# 封育类型为灌草型# 封育

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盖度在 !)C左右( 天山南坡中山封育类型为乔灌草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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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盖度在 $#C D"#C"

$$&方式

荒漠区植被封禁保护区# 实施全封# 封禁区建立巡逻管护站点# 设立专人

管护# 实施禁牧! 禁伐! 禁采# 不适合居住的地区实施生态移民"

河流谷地! 绿洲! 沙地封沙丘陵$山&育林区# 实施半封# 封育区建立执法

巡查制度# 设立专人看护# 限牧! 禁伐# 并实施人工造林# 人工促进植被恢复"

$"&辅助措施

一是根据水资源情况合理安排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 上游与下游用水# 严

禁上游无节制的开垦和扩大耕地面积# 保证一定的生态用水和下游用水# 促进

河流护岸林! 下游绿洲防护林的恢复( 二是采取人工措施# 对衰败! 残次的荒

漠天然林进行复壮更新# 包括引洪灌溉天然下种! 开沟断根萌芽等措施( 三是

实施人工造林# 山坡丘陵采用集雨植苗! 直播造林# 沙区实施灌溉容器苗造林"

!(名优经济林营造

$%&适宜区域及树种

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外围山前斜平原及河流两侧各绿洲区# 这里温度适中!

光照充足# 具有得天独厚的鲜果和干果生长环境" 通过建立名优林果生产基地#

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增加林木面积"

名优经济林树种有核桃! 红枣! 杏! 石榴! 苹果! 巴旦杏! 扁桃$7'4$5&8

/.*1-''.)(*&! 葡萄! 香梨等"

$!&栽培改造技术

一是通过对现有低产! 低质经济林改造# 提高经济林果品产量和质量# 形

成具有高品! 高产林果基地" 二是在绿洲边缘营造以巴旦杏! 红枣! 核桃等为

主的生态经济林基地# 使经济林兼顾生态防护作用"

大冠幅$核桃! 苹果等&树种栽植密度每亩 !' D"! 株# 其他每亩 )" 株左右"

一般春季栽植# 穴状整地# 灌溉栽植# 覆膜保水"

$(人工防护林营造技术

$%&造林林种

绿洲外围及荒漠区营造防风固沙林# 绿洲内营造农田防护林网# 河岸水渠

道路居民区营造护岸林! 护路林# 山地丘陵营造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造林树种

防风固沙林主要树种' 沙枣! 胡杨! 灰杨! 锦鸡儿! 柽柳! 梭梭! 白梭梭!

沙拐枣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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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林网主要树种' 新疆杨! 胡杨! 旱柳! 刺槐! 白榆! 国槐! 沙枣! 白

蜡等"

$$&造林密度

造林密度的设定# 根据造林区域水资源情况及造林树种而定# 绿洲农田防

护林! 护岸护路林造林密度可大一些# 绿洲外围荒漠区! 低山丘陵区要小一些"

高大乔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一般乔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乔

灌混交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灌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B# 株"

$"&整地要求

禁止全面整地# 实施局部整地" 沙土地造林原则不提前整地# 随整地随造

林" 其他土地类型实施穴状! 带状等集雨整地# 整地时间要在造林的前一个雨

季预整地"

$)&造林方法

"

绿洲及其边缘地带' 主要是围绕对绿洲的保护而采取的造林绿化# 从绿

洲内到绿洲外围# 包括绿洲内农田防护林网营造! 绿洲边缘防风阻沙基干林带

营造两部分"

%%%绿洲农田防护林网# 一般采用植苗造林" 按照窄林带! 小网格! 通风

结构设计营造# 此结构可连续削减风力# 扩大防风效果" 主林带间距 $##5# 带

宽 '5左右" 副林带间距 )## D%###5# 带宽 )5左右" 造林应采用杨树$小叶杨

$,-+./.**('-)((&! 小青杨$,-+./.*+*#.5-F*('-)((&! 新疆杨! 胡杨等&与沙枣!

榆树等混交造林# 也可营造核桃! 大枣生态经济林网"

%%%绿洲边缘基干林营造# 重点要在风沙危害较大的风口造林# 按照乔灌

混交的方式# 用耐旱的乔木$榆树! 沙枣等&和灌木$沙拐枣! 柽柳等&营造防风

阻沙林带# 外围迎风面为 ) D@ 行灌木# 后为 $ D) 行乔木"

#

绿洲外围防风阻沙灌木林营造# 采用植苗! 扦插或引洪直播造林"

%%%在保护好原有天然灌草植被的前提下# 在绿洲外围# 利用洪水! 农闲

水灌溉沙地# 通过栽植或撒播种子# 营造以灌木为主$梭梭! 锦鸡儿! 柽柳! 沙

拐枣等&的防风固沙林"

%%%在水分条件较好的流动沙地上# 利用沙柳! 柽柳等灌木枝条# 截成 %5

左右的插条# 春秋季节实施扦插造林" 可带状或网格状扦插# 带宽 $ D"5# 网

格为 !5见方" 水分条件较差的沙地# 可利用低压水冲扦插造林技术# 灌溉扦

插造林"

$

山前坡地丘陵区# 采用容器苗植苗造林" 山谷! 河流流域区域区利用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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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溢出和洪滞效应# 沿沟谷两侧植树种草"

二! 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分为西部和东部两个不连续的区域# 西部包括准噶尔

盆地! 吐哈盆地! 阿尔泰山南麓! 天山东部及其以北区域# 东部包括河西走廊!

阿拉善中东部! 祁连山北坡! 贺兰山! 阴山山脉西部及其以北! 锡林郭勒高原

西北部及鄂尔多斯高原" 涉及内蒙古! 甘肃! 宁夏及新疆等省$自治区&"

此亚区深处大陆内部# 降雨量稀少# 气候干燥# 年降水量 %## D!)#55" 区

域土壤类型主要有棕钙土! 灰漠土! 风沙土! 灰棕漠土# 典型植被为温带草原!

温带荒漠草原# 天然灌木广泛分布# 山地及绿洲分布有大量的天然乔木林和人

工林"

本区域范围大# 地域辽阔#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 区域内沙漠! 戈壁! 绿洲!

草原! 山地交错分布" 有著名的古尔班通古特! 巴丹吉林! 腾格里! 乌兰布和!

库布齐等大沙漠# 还有北疆绿洲! 宁夏平原! 内蒙古河套平原! 河西走廊等广

大的农业灌溉区" 该区域农业! 畜牧业发达# 人口密集"

本区域水资源丰富# 河流较多" 东部的准噶尔盆地三面环山# 主要是以冰

川融水形成的大小河流# 包括额尔齐斯河! 乌伦古河干流! 精河! 玛纳斯河!

奎屯河! 博尔塔拉河! 老龙河! 三屯河等补水到盆地# 滋润着流域各个绿洲及

其周围乔灌草植被" 中部的河西走廊主要是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 黑河! 石

羊河三大内陆河流水的补给" 东部则以黄河水为主要水源# 为宁夏平原! 内蒙

古河套平原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灌溉用水"

本区域人工绿洲外围及内陆河流上游持续开垦和荒漠植被的砍伐和樵采#

加速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及天然林的破坏和衰败# 上游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加

速了绿洲内土壤次盐渍化的发生# 绿洲外开垦与绿洲内弃耕并存# 下游持续过

度开采地下水# 导致绿洲周围防护林大面积死亡! 草场严重退化# 草原地区过

度放牧导致土地退化! 沙化# 风沙危害严重"

!二"技术要求

%(保护好天然植被# 加大造林力度# 因地制宜的实施抗旱集雨造林与灌溉

造林# 尽可能利用天然降水! 农闲水! 农灌区排水进行造林# 增加乔灌木林总

量# 改善生态环境"

!(通过封育保护! 飞播造林! 人工造林等手段# 营造乔灌草相结合的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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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特色经济林"

$(荒漠区及人为破坏严重的绿洲荒漠过渡区# 建立封禁保护区# 培育防风

固沙林"

"(绿洲! 河流! 湖泊周围及山地丘陵区分布的天然乔灌疏林# 实施封沙

$山&封育# 建立绿洲防护林! 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在水分条件较好的沙漠边缘通过飞播造林# 建立灌草结合的防风固

沙林"

@(绿洲及其周围建立农田防护林体系# 河湖岸边及谷地等营造防风固沙

林! 护岸林! 护路林"

B(充分利用绿洲内大面积的盐碱地和次生盐渍化土地实施造林绿化# 通过

农林复合种植模式栽植耐盐灌木# 治理盐碱地# 增加林草覆盖面积# 改善生态

环境"

'(坚持低密度造林# 维持植被长期稳定生长# 造林后林木正常生长应主要

依靠自然降水或地下水# 不应依赖于灌溉"

&(禁止全面整地# 实施局部整地"

!三"技术要点

%(封育保护

$%&区域

封禁保护区建设主要包括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吐哈盆地东南部! 巴丹吉林

沙漠! 腾格里沙漠! 库布齐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 狼山及其以北地区等" 封山

育林区主要包括天山东部! 祁连山北坡! 贺兰山! 阿尔泰山西南部等"

$!&封育保护对象及目标

"

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分布有近 %)## 万亩的梭梭! 驼绒藜灌

木林# 还有沿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分布的胡杨林! 柽柳林# 保护和恢复这些

天然荒漠林# 建立北疆绿洲防风固沙林"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

$#C D$)C为宜"

#

巴丹吉林沙漠# 主要是保护和培育分布在沙漠丘间低地! 湖泊周围# 以

及沙漠外缘固定! 半固定沙丘上的灌草植被# 保护的主要植物种有沙拐枣! 白

刺! 梭梭! 柠条! 霸王! 白沙蒿$7%0#'(*(& 9/#+"&%-/#+(*&! 骆驼刺等# 封育区植

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为宜"

$

腾格里沙漠# 主要是以沙漠周边的阿拉善左旗! 宁夏的中卫! 甘肃的民

勤三大绿洲与沙漠相连处的灌木林为保护重点区# 通过封育建立以灌木为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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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固沙林# 保护的主要灌木树种有梭梭! 驼绒藜! 沙拐枣! 花棒$3#54*&%.'

*1-+&%(.'&! 柽柳! 霸王! 沙蒿! 白刺"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 D$#C为宜"

%

乌兰布和沙漠# 一是重点保护分布在沙漠及周边的灌草植被# 保护和培

育的主要植物种有沙枣! 白刺! 霸王! 沙冬青$7''-+(+0&)0".*'-)$-/(1.*&! 沙

蒿! 柽柳! 甘草! 沙竹$,*&''-1"/-& '-)$-/(1&&等" 二是沙漠东南部由于过度

放牧和樵采# 形成大面积的流动沙地# 重点采取封沙育林措施# 封育结合飞播

灌草# 治理流动沙地# 重建灌木林"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 D"#C为宜"

&

库布齐沙漠# 主要保护和培育以沙柳! 沙蒿! 梭梭! 白刺! 沙拐枣! 绵

刺$,-0&)()(& '-)$-/(1&&! 柽柳! 为主的防风固沙林# 兼顾发展肉苁蓉$6(*0&)1"8

#*"#%9&&! 锁阳$64)-'-%(.'*-)$&%(1.'&等中药材"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

目标盖度在 $#C D"#C为宜"

'

狼山及其以北地区封育对象主要为梭梭! 盐穗木$3&/-*0&1"4*1&*+(1&&等

稀疏灌丛#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 !)C为宜"

(

天山东部山地! 阿勒泰山南坡! 祁连山北坡! 贺兰山等干旱山区# 通过

封育# 建立针叶! 针阔混交! 乔灌! 灌草等不同类型的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

林# 主要包括云杉$,(1#&&! 油松$,().*0&9./(>-%'(*&! 杜松$G.)(+#%.*6-''.8

)(*&! 山杨$,-+./.*5&A(5(&)&&! 灰榆$K/'.*$/&.1#*1#)*&! 山柳$;&/(2+*#.5-0&)8

$((&! 锦鸡儿等树种" 山顶水源涵养林区植被结构稳定后的目标盖度在 @#C左

右为宜# 山坡中部乔灌过渡带在 $#C D)#C为宜# 坡麓灌草在 !#C D$#C

为宜"

)

吐哈盆地东南部# 通过封育保护# 建立沙拐枣! 红砂! 驼绒藜! 圆叶盐

爪爪! 膜果麻黄! 泡泡刺等灌木防风固沙林#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后的目标盖

度为 !)C"

$$&方法及类型

对于分布于荒漠区域! 绿洲外围的重点防风固沙林# 建立封禁保护区# 实

施全面封育# 采取严格的管护措施# 坚决制止滥樵! 滥牧! 滥垦等人为干扰活

动# 有条件地方实施生态移民"

对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的封山育林# 实施全封与半封和轮封相结合的

封育方法" 封育初期$前 $ D) 年&采取围栏封育的全面封育方法# 防止人畜破坏

和干扰# 植被得到一定的恢复# 可进行人工打草! 轮牧等方式加以合理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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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育区建立巡逻管护站点# 设立专人管护"

$"&辅助措施

大面积的沙漠! 戈壁和剥蚀山地# 通过封禁保护区建设# 将分散居住该区

域从事牧业的牧民转移出来# 通过保护和自然修复# 提高植被覆盖# 增加灌草

面积"

对其他地区# 植被盖度在 %#C D!&C的疏林地# 如果降水或地表! 地下水

能满足人工造林对水分的要求# 封育期通过人工补植! 补播耐旱乔灌木# 促进

植被恢复# 最终达到有林地或灌木林标准"

植被盖度在 %#C以下! 且无灌溉条件的沙漠地段# 符合飞播造林降水条件

$年降水量大于 %)#55&的区域# 要封育结合飞播造林# 采用大粒化种子飞播林

草或进行人工模拟飞播造林# 恢复植被"

!(飞播造林

$%&适宜区域

年降水量 %## D!##55的沙漠边缘地带# 主要包括巴丹吉林沙漠东缘! 库

布齐沙漠! 腾格里沙漠南缘! 乌兰布和沙漠东南缘的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

$!&适宜飞播树种

该区域飞播造林以灌木为主# 灌草结合" 适宜的造林树种有沙蒿! 沙拐枣!

花棒! 杨柴$3#54*&%.''-)$-/(1.'&! 小叶锦鸡儿$6&%&$&)& '(1%-+"4//&&! 沙打

旺$7*0%&$&/.*&5*.%$#)*&等$田永祯# !#%#&"

由于该区域受降水量限制# 以沙蒿飞播造林效果最佳$表 $7%&"

表 %"!#干旱区沙漠飞播造林适宜植物种

播区 适宜飞播植物种 适宜飞播时间

乌兰布和沙漠$吉兰泰& 白沙蒿! 花棒! 沙拐枣 @ 月中! 下旬

库布齐沙漠 沙蒿! 柠条! 杨柴! 花棒! 沙打旺 ) 月下旬! @ 月上旬

$$&适宜播种时间

除温度外# 年降水量的多少! 降水时间及分配! 降水强度等对飞播成效起

着重要作用" 播后 ! D$ 天内要有一场大于 %#55的有效降雨# 其后 ! 个月的时

间里# 每隔 %) 天至少有一次不小于 )55降水# 就可基本上满足飞播成苗和保

苗之需" 一般符合此条件适宜的播种期选择在五月下旬至七月初" 飞播时要结

合中长期的降雨天气预报# 即在有中雨或小至中雨的天气过程之前进行飞播

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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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区处理

播区一般有植被盖度 %#C D)C最好# 如果是无植被的流动沙丘# 播前要

采取机械固沙等人工处理措施" 一般采用在沙丘坡面搭设各种形式的障蔽$如草

方格沙障&# 或组织羊群在坡面上踩踏# 改善坡面落种! 播种条件"

$)&树种配置及播种量

一般采用不同物种混播方式# 灌灌型$如花棒或杨柴与白沙蒿混播&# 灌草

型$如白沙蒿与沙打旺混播&# 播种量一般每亩 #() D#(@AM"

$@&种子处理

采用环境良好的黏合剂! 有机和无机微肥! 保水剂! 无机矿物质和植物纤

维素等材料对种子进行大粒化处理# 使其能在飞播后稳定着地! 吸水膨胀! 快

速发芽" 种子大粒化处理具有壮苗! 抗旱! 保水的功能# 从而提高种子的发芽

率和存活率"

$B&管护措施

沙区飞播造林要结合封沙育林育草# 实施全面严格的保护措施# 特别是飞

播后的前 $ 年# 禁止放牧和一切人为活动# 并根据出苗和成苗情况# 对缺苗!

少苗区进行补播"

$(人工防护林营造

沙漠! 沙地造林要结合机械固沙# 植苗或直播沙生! 旱生树种# 采用丘间

集水! 堆雪融渗! 深栽等集水抗旱措施造林"

浅山坡地丘陵区要实施集雨整地! 抗旱保苗措施造林"

绿洲农田林网及河岸谷地造林# 要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优势# 实施灌溉造林"

$%&造林林种

人工造林主要包括' 风沙区营造防风固沙林# 绿洲营造农田防护林# 河岸

水渠道路居民区营造护岸护路防护林# 山地丘陵区营造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

持林"

$!&造林树种

"

准噶尔盆地

%%%沙荒地防风固沙林' 白榆! 沙枣! 胡杨! 柽柳! 梭梭! 枸杞! 樟子松

$,().**4/A#*0%(*A&%('-)$-/(1&&! 黄柳$;&/(2$-%5#F#A((&! 柠条! 沙棘等"

%%%绿洲农田防护林' 新疆杨! 俄罗斯杨$,-+./.*:.**B((&! 银白杨$,-+.8

/.*&/9&&! 箭杆杨$,-+./.*)($%& A&%(0"#A#*0()&&! 胡杨! 旱柳! 刺槐! 白榆! 沙

枣! 白蜡! 樟子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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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天山及巴里坤盆地

%%%荒山荒地水土保持林' 天山云杉$,(1#& *1"%#)B(&)&&! 山楂$6%&0&#$.*

+())&0(>(5&&! 白榆! 天山桦树$M#0./& 0(&)*1"&)(1&&! 沙枣! 沙棘! 樟子松! 柽

柳! 梭梭"

%%%沙区防风固沙林' 沙枣! 胡杨! 梭梭! 锦鸡儿! 柽柳! 沙拐枣! 沙

棘等"

%%%绿洲防护林' 新疆杨! 俄罗斯杨! 胡杨! 旱柳! 刺槐! 白榆! 沙枣!

白蜡等"

$

河西走廊及祁连山北坡

%%%祁连山北坡水源涵养林' 青海云杉 $,(1#& 1%&**(>-/(&&! 柽柳! 山桃

$,%.).*5&A(5(&)&&! 榆树! 山杏$7%'#)(&1& *(9(%(1&&! 柠条! 沙棘! 小檗$M#%8

9#%(*0".)9#%$((&! 祁连圆柏! 高山柳$;&/(21.+./&%(*&! 金缕梅$3&'&'#/(*'-//(*&

等"

%%%河西走廊荒漠区固沙林' 花棒! 柠条! 梭梭! 罗布麻! 多枝柽柳

$!&'&%(2%&'-*(**('&&等"

%%%绿洲防护林' 杨树$二白杨$,-+./.*$&)*.#)*(*&! 新疆杨! 银白杨! 箭

杆杨! 毛白杨$,-+./.*0-'#)0-*&&! 胡杨! 小叶杨&! 柽柳! 榆树! 沙枣! 白蜡!

沙棘! 臭椿$7(/&)0".*&/0(**('&&! 旱柳! 垂柳$;&/(29&94/-)(1&&! 栾树$=-#/%#.8

0#%(& +&)(1./&0&&! 国槐! 紫穗槐$7'-%+"& >%.0(1-*&&! 刺槐! 花棒! 柠条! 樟子

松! 青海云杉等"

%

阿拉善及鄂尔多斯高原

%%%荒漠区防风固沙林' 梭梭! 沙拐枣! 油蒿$7%0#'(*(& -%5-*(1&&! 白沙

蒿! 杨柴! 花棒! 沙地柏 $ ;&9()& A./$&%(*&! 沙柳! 柠条! 乌柳 $ ;&/(21"#(/-8

+"(/&&! 沙棘! 柴穗槐! 樟子松! 旱柳! 胡杨"

%%%绿洲防护林$河套灌区&' 新疆杨! 银白杨! 箭杆杨! 毛白杨! 胡杨!

小叶杨! 柽柳! 榆树! 沙枣! 白蜡! 沙棘! 旱柳! 花棒! 锦鸡儿"

%%%山地丘陵$贺兰山&水源涵养林' 青海云杉! 油松! 侧柏$,/&041/&5.*

-%(#)0&/(*&! 沙棘! 山杏! 辽东栎 $N.#%1.*C.0&(*"&)*#&&! 山桃! 榆树! 锦鸡

儿等"

$$&造林密度

高大乔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一般乔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

灌木树种造林# 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腾格里沙漠梭梭重点造林区&每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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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左右# 其他地区灌木造林每亩控制在 "! D@# 株之间"

如果考虑到造林后 %# D!# 年期间有一次疏伐抚育# 可提高初植密度# 这样

有利于造林初期苗木的生长" 乔木树种初植密度可提高到每亩 @# DB# 株# 灌木

树种初植密度可提高到每亩 &# D%%# 株"

$"&树种配置

"

防风固沙林和水土保持林营造# 在河湖岸边! 山地阴坡等条件较好的地

区# 乔灌草混交# 可团状! 块状混交( 山前坡地! 沙地! 盐碱地等# 实施灌草

混交# 可带状! 行间混交"

#

农田防护林$河套灌区! 河西绿洲&营造# 绿洲内按照水! 田! 林! 路统

一规划# 实施窄林带小网格设计# 充分利用田边空地# 结合路! 渠! 埂# 形成

防护网络" 主林带间距 $##5# 副林带间距 )##5# 林带宽 ) D'5" 针阔混交!

乔灌草物种搭配# 提高林网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 实现林网在时间! 空间

上持续最佳的立体结构# 增强防护稳定性"

$

绿洲外围防风阻沙防护林营造# 用耐旱的乔木与灌木营造乔灌混交林#

外围迎风面为 ! D$ 行灌木# 后为 $ D) 行乔木"

$)&整地要求

实施穴状! 鱼鳞坑! 带状集雨整地# 提前一个雨季或一年整地" 沙土地造

林原则不提前整地# 随整地随造林"

$@&造林方法及时间

植苗造林' 本区无灌溉条件下适宜营造灌木林# 水资源条件允许的地方进

行乔木灌溉造林" 栽植深度大于 )#J5# 乔木灌溉造林一般在春季造林# 无灌溉

灌木造林春季! 雨季和秋季均可"

直播造林' 春季灌溉直播造林# 雨季灌木直播造林# 秋季大粒种子直播

造林"

"(生态经济林营造

$%&区域及树种

北疆绿洲! 河西走廊! 内蒙古河套! 宁夏平原等地# 具有培育兼有生态防

护功能的经济林条件# 通过建立果园! 农田村落周边种植生态经济林# 既可增

加农民收入# 又可起到生态防护功能"

河西走廊绿洲区' 核桃! 苹果! 枣树! 杏树! 苹果梨$,4%.*9%#0*1")#/5#%(&!

山楂! 葡萄等" 祁连山北坡可人工栽培沙棘! 小檗等"

河套灌区' 苹果! 苹果梨! 沙枣! 沙棘! 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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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南缘灌区' 黑加仑$:(9#*)($%.'&! 李子$,%.).**&/(1()&&! 苹果! 海

棠$H&/.**++(&! 文冠果$O&)0"-1#%&**-%9(>-/(.'&! 黑核桃$G.$/&)*"()5*((&等"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 腾格里沙漠! 库布齐沙漠! 乌兰布和

沙漠# 建立以梭梭H肉苁蓉! 白刺H锁阳的生态经济林"

宁夏平原和内蒙古古河套平原黄河灌区# 过去由于大水漫灌和排水不畅#

由此产生的大面积次生盐渍化土地# 适宜发展枸杞经济林"

$!&栽培技术

果品类经济林# 要按照精细整地! 良种壮苗! 灌水定植! 覆盖保水$覆膜&

程序实施栽培# 造林密度高大冠幅树种每亩 !' D"! 株# 小冠幅树种每亩 "! D)@

株"

三! 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情况

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包括阿里山地! 昆仑山西段! 柴达木盆地中东部到

祁连山西部四个不相连接区域# 涉及西藏! 甘肃! 新疆! 青海省$自治区&"

该区域主要为高原干旱荒漠区# 干旱少雨! 海拔高! 植被稀疏! 人口稀少"

大部分区域年降水量 %## D!)#55# 个别区域能达到 $##55" 区域土壤类型主

要有寒钙土! 棕钙土! 寒冻土! 冷钙土! 灰棕漠土! 盐土# 植被类型为温带荒

漠草原"

阿里山地区包括冈底斯山! 雅鲁藏布江上游! 日喀则地区南部! 阿里地区

西部的象泉河流域! 孔雀河流域和狮泉河流域" 该区域湖泊! 河流! 谷地! 山

间盆地! 平顶低山! 高山! 冰川广泛分布# 海拔一般在 ")## D@###5# 除山地

阴坡分布有小面积的冷杉$79(#*>&9%(&乔木林外# 大部分区域为荒漠灌丛草原#

河川谷地分布有锦鸡儿和驼绒藜灌木林# 草本植物主要为紫花针茅"

昆仑山西段山地的北坡为山地荒漠和高寒荒漠景观# 从低于 !B##5的潜山

到海拔 ))##5以上的高山# 植被类型依次分布为' 以红砂与合头草为主的荒漠

植被! 以昆仑蒿$7%0#'(*(& )&)*1"&)(1&&为主的草原化荒漠植被! 由紫花针茅和

小片雪岭云杉林组成的山地森林草原! 以膜果麻黄为主的灌木荒漠以及高寒稀

疏植被和高山冰雪带"

柴达木盆地中东部区域除柴达木盆地主体部分外# 还包括祁连山西部和昆

仑山东端" 柴达木盆地植被以荒漠灌木! 半灌木为主# 有黑果枸杞! 膜果麻黄!

梭梭! 猪毛菜! 盐爪爪! 合头草! 驼绒藜! 白刺! 柽柳! 红砂! 芦苇等" 祁连

%#



第三章?干旱区造林绿化

山西部植被主要为云杉! 山杨等乔木林# 以及小檗! 沙棘! 高山柳等为主的灌

木林" 昆仑山东部山地北坡为荒漠化草原# 在海拔 $@##5以下沟坡及岩屑上有

散生垫状驼绒藜! 红砂! 合头草! 猪毛菜等荒漠灌木"

昆仑山是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水资源的主要来源# 主要由积雪和冰川

供水# @#C D'#C的流量出现于夏季# 冰雪的强烈融化与最大降水结合在一起#

形成季节性河流流入周围盆地# 滋润着绿洲及周边荒漠植被" 祁连山西段则是

河西走廊西部的水源供给地# 主要是由降水和融雪形成的内陆河流$党河! 疏勒

河&# 为流域各绿洲提供地表水和补给地下水" 昆仑山西段有塔里木盆地输送水

源的叶尔羌河和喀什噶尔河"

该区域主要是过度放牧! 樵采对灌木植被的破坏# 引起的山区水土流失!

风沙对绿洲和矿区的危害" 尤其是对柴达木盆地大面积的黑果枸杞灌木林破坏

最为严重# 近几年野蛮采摘! 滥挖等行为非常猖獗# 致使野生黑果枸杞灌木林

遭到毁灭性破坏"

!二"技术要求

%(通过封育保护! 人工辅助造林等手段# 建立以灌木林为主# 乔灌草相结

合的防风固沙林! 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等防护林# 增加林草植被盖度# 遏

制土地退化和沙化"

!(荒漠区建立封禁保护区# 保护! 育林与造林相结合# 封! 造! 管结合#

多林种多树种结合"

$(在河流! 湖泊! 绿洲周围# 通过封育管护和人工辅助造林# 建立河流湖

泊护岸林! 防风固沙林! 绿洲防护林"

"(高原和山地# 实施封山育林建水源涵养林# 低山地区通过人工造林建立

水土保持林"

)(绿洲盐碱地营造以枸杞! 黑果枸杞为主的经济防护林"

@(本地区适宜封禁保护区建设! 封沙育林育草! 人工造林种草# 不适宜飞

播造林"

B(实施局部整地# 禁止全面整地# 沙土地不提前整地"

!三"技术要点

%(封育保护

$%&适宜的区域

阿里山地! 昆仑山西段和东段! 柴达木盆地中东部! 祁连山西部等"

$!&对象及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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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盆地中东部风沙育林区# 主要为防风固沙灌木林# 主要保护的树

种有胡杨! 黑果枸杞! 梭梭! 膜果麻黄! 柽柳! 盐爪爪! 白刺等为主的防风固

沙林# 伴有红砂! 驼绒藜! 芦苇等# 绿洲周围及低洼滩地# 封育植被达到稳定

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 D"#C# 绿洲外围及荒漠区#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

的目标盖度在 !)C为宜"

该区域要特别保护柴达木盆地我国最大面积的野生黑果枸杞灌木林# 通过

建立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严禁采挖! 野蛮采果等破坏性人为活动"

#

阿里山地的象泉河流域! 孔雀河流域和狮泉河流域的河床滩地# 以锦鸡

儿和驼绒藜为主的灌木防风固沙林# 伴有针茅$;0(+& 1&+(//&0&&草本植物# 封育

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 D$#C为宜"

$

昆仑山东部山地北坡# 以驼绒藜! 红砂! 合头草! 猪毛菜等为主的荒漠

灌木防风固沙林#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为宜"

%

祁连山西部# 以云杉! 山杨! 小檗! 沙棘! 高山柳为主的乔灌水源涵养

林灌木林" 山上针阔混交林封育区#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 D)#C为宜# 中部灌木林在 $#C D"#C为宜# 下部灌草在 !)C D$#C

为宜"

&

昆仑山西段区域# 以云杉! 紫花针茅! 银穗羊茅$J#*0.1& B%4/-A(&)&&为主

的山地森林草原水源涵养林# 伴有红砂! 雌雄麻黄$<+"#5%& >#50*1"#)B-&#&等灌

木种" 封育区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为' 山下 !)C左右! 中部 $#C左

右! 上部 "#C左右为宜"

$$&封育方式

荒漠区防风固沙林# 建立荒漠植被封禁保护区# 实施全封# 主要防止樵采!

放牧" 丘陵山地水源涵养林# 建立水源涵养保护区和封山育林区# 实施半封!

轮封# 主要防止放牧! 樵采"

$"&辅助措施

封禁保护区建立巡逻管护站点# 设立专人管护# 不适合居住的地区实施生

态移民# 并通过人工造林促进恢复" 水源涵养林实施封山育林# 建立执法巡查

制度# 并通过人工辅助造林# 促进植被恢复"

!(人工防护林营造技术

本区人工造林以防风固沙林! 水源涵养林为主# 采用无灌溉灌木造林# 有

条件的地方可进行灌溉造林"

$%&造林林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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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固沙林! 农田防护林! 河岸水渠道路居民区防护林! 水源涵养林"

$!&造林树种

"

防风固沙林' 榆树! 沙枣! 胡杨! 灰杨! 梭梭! 锦鸡儿! 柽柳! 沙拐

枣等"

#

农田防护林' 榆树! 沙枣! 胡杨! 旱柳! 刺槐! 国槐! 沙枣! 白蜡! 沙

棘! 小檗等"

$

水源涵养林' 祁连山西部有青海云杉! 山杨! 榆树! 沙枣! 高山柳! 柽

柳" 西藏的阿里山河川区有藏川杨$,-+./.**@#1".&)(1& I&%(0(9#0(1&&! 长蕊柳

$;&/(2/-)$(*0&'()&&! 班公柳$ ;&/(29&)$-)$#)*(*&! 沙棘! 蔷薇 $:-*& './0(>/-8

%&&! 水柏枝$H4%(1&%(& 9%&10#&0&&! 锦鸡儿"

$$&造林密度及树种搭配

山区及绿洲造林# 高大乔木树种每亩控制在 %" D!' 株# 一般乔木树种每亩

控制在 !' D@# 株# 灌木每亩控制在 "! DB) 株( 荒漠区造林# 灌木每亩 "' 株"

树种配置# 农田防护林为乔灌型# 防风固沙林及水源涵养林为灌草型" 一

般乔! 灌! 草搭配比例为 )P$P!# 阴坡应加大针叶树比例# 阳坡应加大灌木树

种比例# 混交方式主要以块状为主" 绿洲农田防护林实施针阔混交# 混交方式

为带状混交"

$"&整地要求

柴达木盆地防风固沙林一般不提前整地# 随整地随造林" 其他土地类型实

施穴状# 山坡地带状集雨整地" 整地一般在前一年的雨季进行# 在水蚀! 风蚀

严重的地区采取鱼鳞坑整地# 平缓坡地带可采取带状水平沟整地

$)&造林方法及时间

本区大多数区域适宜无灌溉造林# 绿洲水资源条件允许的地方进行灌溉造

林( 栽植深度大于 )#J5( 造林季节一般为春季! 秋季造林"

$(生态经济林营造技术

柴达木盆地中部绿洲轻度盐渍化土地以及农耕地的地埂! 村旁路旁! 水渠

两侧! 绿洲边缘等# 具有灌溉条件的地方# 种植以枸杞! 黑果枸杞为主的生态

经济林# 既可起到防护作用# 又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

枸杞种植方式按照宽行距$" D)5&带状栽植# 每亩 )@ D%%# 株为宜" 黑果

枸杞按照每亩 %%# 株栽培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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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干旱高原亚寒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情况

干旱高原亚寒带造林亚区西起新疆的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汇合处# 东至青

海的布尔汗布达山# 中间包括阿克赛钦地区! 羌塘高原大部! 库木库里盆地!

昆仑山南麓和东部" 涉及青海! 西藏! 新疆省$自治区&" 区域土壤类型主要有

寒钙土! 寒冻土! 草甸土! 荒漠土! 沼泽土等" 植被以高寒草原! 草甸草原为

代表"

该区域大部地处我国青藏高原# 海拔高! 植被稀疏! 人口稀少" 受来自印

度洋水汽转弱的影响# 气候寒冷! 干旱# 年降水量相对较多# 为 !## D$##55#

降水量各地差别较大# 总趋势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区域内高山! 高原! 湖泊!

荒漠广泛分布" 藏北高原海拔均在 )###5以上# 其上广泛分布相对高差 )##5

左右的低山丘陵# 有些相对高度超过 %###5( 昆仑山南麓和东部# 高山荒漠与

高大山峰交错分布" 本亚区大部分地区由于干旱! 过度放牧! 鼠害等# 导致土

壤沙化! 植被退化# 风沙危害严重"

该区域昆仑山及其以南藏北高原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阿尔金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植被类型为矮灌木荒漠草原和草甸草原# 主要植物种有针茅!

苔草$6&%#20%(*0&1"4&&! 垫状驼绒藜等" 昆仑山东段的布尔汗布达山# 从坡下到

山顶# 依次为荒漠草原! 亚高山草原和高山草甸# 主要植物种有垫状驼绒藜!

红砂! 合头草! 针茅! 小蒿草$=-9%#*(&+4$'&#&&等" 库木库里盆地是东昆仑山

内部最大的一个高原内陆封闭性盆地# 植被为典型的高寒荒漠草原# 以紫花针

茅! 苔草! 芨芨草$71")&0"#%.'*+/#)5#)*&! 燕麦$7A#)& *&0(A&&! 棘豆$P240%-+(*

".'(>.*&&! 点地梅$7)5%-*&1#.'9#//&0&&! 驼绒藜等为主"

水资源方面# 羌塘高原河流众多# 均为内流河# 主要有扎加藏布! 扎根藏

布! 波曲! 永珠藏布! 波仓藏布! 江爱藏布! 措勤藏布! 毕多藏布! 阿毛藏布

和麻嘎藏布等河流等# 多为季节性河流# 较大河流主要分布在南部及四周# 另

外区域内湖泊众多# 面积超过 )A5

!的湖泊达 $## 多个# 较大的有昂拉仁错! 仁

青休布错! 塔诺错! 帕龙错等" 发源于布尔汗布达山的柴达木河! 格尔木河#

冰雪融水流入柴达木盆地" 库木库里盆地水资源主要是祁曼塔格山和阿尔喀塔

格山的冰川和积雪融水! 大气降水形成的大小内河流# 汇入盆地# 形成包括阿

牙克库木湖和阿其克湖的多个湖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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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要求

%(荒漠区通过封育保护# 结合人工辅助造林# 建立以灌木林为主# 乔灌草

相结合的防风固沙林! 水源涵养林"

!(高原和山地通过封禁保护# 建立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河岸河滩! 道路村旁通过人工造林建立防风固沙林! 护岸护路林"

"(库木库里盆地# 通过实施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 建立灌草结合的防

风固沙林"

)(禁止全面整地# 实施局部整地# 保护好原有植被和自然生境"

@(本地区适宜封沙育林育草# 人工灌木树种造林" 不宜飞播造林和乔木树

种造林"

!三"技术要点

%(封育保护

$%&对象! 区域及目标

布尔汗布达山区域# 以垫状驼绒藜! 红砂! 合头草! 针茅! 小蒿草等为主

要封育目的树种# 中上部为水源涵养林#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

在 !#C D$#C为宜( 山下水土保持林在 %#C D!#C为宜"

羌塘高原地区主要是在人口相对密集的牧区# 对沙化较为严重的土地实施

封沙育林育草# 通过围封结合人工辅助造林# 使植被得到恢复# 植被达到稳定

结构的目标盖度 "#C左右为宜"

库木库里盆地# 主要是对库木库里沙漠分布的驼绒藜半灌木植被# 针对不

同区域植被破坏程度# 实施限牧! 轮牧和禁牧# 人工促进自然恢复" 植被达到

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在 $#C左右为宜"

$!&方式

城镇周围! 景区附近! 重要公路两旁等生态重点区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以及恢复森林植被较困难的其他封育区# 实行全封" 在实行全封的地段# 严禁

牛羊进入和人为破坏" 有一定目的树种! 生长良好! 林木盖度较大且森林资源

较多! 离村庄较近的区域# 采用半封方式# 即在封育期间# 林木生长季节实施

禁止放牧# 其他季节可进行放牧! 割草等生产活动"

$$&辅助措施

在灌溉条件较差# 坡度较大# 易引起水土流失的封育区# 采取直播方式#

补播灌木树种( 在具备植苗造林条件封育区内# 补植灌木或半乔木树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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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林营造技术

本区由于受高原自然环境的限制# 人工造林一般采用无灌溉造林# 有灌溉

条件的绿洲! 河滩地可进行灌溉造林"

$%&造林林种

风沙危害区营造防风固沙林# 山地丘陵区营造水源涵养林和薪炭林"

$!&造林树种

防风固沙林主要树种' 羌塘高原南部地区防风固沙林# 适宜的造林树种有

西藏沙棘$3(++-+"&#0"(9#0&)&&! 水柏枝! 锦鸡儿等" 布尔汗布达山水源涵养林#

适宜的造林树种有祁连圆柏! 锦鸡儿等"

$$&造林密度

本区域一般为灌木造林# 水源涵养林造林每亩控制在 )@ DB) 株# 防风固沙

林每亩控制在 "! 株左右"

$"&整地要求

防风固沙林原则不提前整地# 随整地随造林" 其他土地类型实施穴状! 带

状集雨整地"

$)&造林方法

植苗造林适宜无灌溉春季深载造林# 栽植深度大于 )#J5( 雨季适宜直播灌

木树种造林" 由于冬季寒冷# 易发生冻拔# 不宜秋季造林"

干旱造林区是我国旱区可实施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区域# 也是今后我国最

有潜力实施造林绿化的地区" 该区域虽然受降水量的限制# 造林主要以灌木树

种为主# 但少数地下水位高! 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耐旱的乔木! 半乔木造

林" 造林时应控制造林密度# 实施低密度造林# 即宽行距! 小株距# 造林后只

要加强管护和抚育管理# 在雨养条件下都可成林和正常生长"

干旱造林区的造林绿化# 一定要采取集雨整地! 蓄水保墒措施# 另外要根

据当地气候和水文条件# 造林要避开枯水年和枯水季# 在丰水年和丰水季节

造林"

在树种配置上# 以耐旱的乔木! 半乔木! 灌木为主# 深根与浅根树种结合

的混交林为宜# 立地条件较差的困难地$石质山阳坡! 流动沙丘&# 以营造灌木

疏林为主# 灌草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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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干旱区造林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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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本情况

一! 范围

半干旱造林区指干燥度介于 %() D$() 之间的地区# 范围包括海拉尔F齐齐

哈尔F大兴安岭东麓 F燕山 F太行山 F陕北 F甘宁南部 F青藏高原南部一线以

西# 锡林郭勒F呼和浩特 F贺兰山 F日月山 F西藏仲巴一线以东的广大地区#

此外# 新疆北部天山山脉北麓! 阿尔泰山脉! 准噶尔盆地西部! 河北南部和鲁

豫北部的部分地区! 川西与云南交界的局部地区也属半干旱区" 本区大部分地

区处于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一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 本区划分为半干

旱暖温带造林亚区! 半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 半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和半干

旱高原亚寒带造林亚区 " 个造林类型亚区"

二! 自然概况

本区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 四季分明" 半干旱暖温带和半干旱中温

带造林亚区受东亚季风影响# 具有冬寒夏暖# 春! 秋温度升降急骤等特点" 本

区大多数地区降水量在 $## D)##55之间# 局地可达 @##55# 变率大! 分配不

均( 日照充足# 年! 日温差大# 多风沙" 半干旱高原温带和半干旱高原亚寒带

造林亚区受高原季风! 西南季风影响# 形成独特的高原气候# 具有空气稀薄!

气压低! 含氧量少# 光照充足! 辐射量大# 气温低! 温度年变化小! 日变化大#

干湿季分明! 干季多大风等特点"

本区主要为我国农牧交错区# 黄土高原! 四大沙地$呼伦贝尔! 科尔沁! 浑

善达克! 毛乌素&分布其中# 易受极端气候和人为活动干扰# 土地退化! 沙化!

盐渍化严重# 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自然灾害频繁" 一方面干旱! 暴雨! 多风等

极端气候频发# 引起土壤风蚀和水蚀# 另一方面人为开垦! 滥伐! 樵采! 过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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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及水资源过度利用# 造成植被破坏# 加速了土地退化"

本区人口密集# 水资源相对丰富# 河流! 湖泊分布密集# 农牧业发达# 荒

沙! 荒地分布广# 可实施造林绿化土地面积大# 立地条件复杂多样" 当前主要

生态问题是农牧业用地与林业用地矛盾突出# 农业及工业用水与生态$林业&用

水矛盾突出" 造林绿化面临两个方面挑战# 一是要大力推进退耕还林! 治沙造

林! 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工程建设# 另一方面要保护好现有天然林和人工林#

巩固已有生态建设成果"

第二节?造林绿化总要求

本区水热条件相对较好# 造林绿化要充分利用天然降水# 实施雨养造林"

造林绿化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在营造生态林的同时兼顾经济林# 提

高农牧民收入

%(坚持自然修复为主# 人工造林与自然修复相结合# 在保护好原有植被的

前提下实施人工造林"

!(造林绿化与美化环境相结合# 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实施集雨保水造林# 充分利用天然降水进行无灌溉造林"

"(根据气候! 土壤和社会经济条件# 科学合理地确定造林绿化林种结构!

树种结构! 林分结构"

)(充分利用本区降水量相对较多! 生态修复功能强的优势# 优先实施封山

$沙&育林# 促进植被自然恢复"

@(造林绿化要与城镇化建设! 绿色通道建设! 农业开发建设等相结合# 充

分发挥林业在美化环境! 保持水土和防风固沙中的特殊作用"

B(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 选择高观赏价值和较高经济价值的树种栽植# 坚

持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 使生态建设成为美好景观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依托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 实施多种形式的造林绿化# 封山$沙&育林

与人工造林相结合# 封禁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 人工造林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林业措施与水保措施! 农业措施相结合"

&(坚持以营造生态林为主# 兼顾用材林与经济林#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

稳步推进绿色沙产业# 在实施林业生态建设中增加农牧民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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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类型亚区造林绿化

一! 半干旱暖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本亚区包括华北平原北部! 津冀鲁滨海平原! 燕山F太行山F吕梁山山脉!

汾渭谷地和黄土高原北部地区" 本区受东亚季风控制#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

季分明# 雨量集中# 但变率大# 降水由东向西依次减少# 其中华北平原北部!

燕山F太行山F吕梁山山脉! 汾渭谷地的年降水量 "## D@##55# 黄土高原地区

年降水量为 "## D)##55" 本区涉及北京! 河北! 山西! 河南! 山东! 陕西! 甘

肃! 青海! 宁夏等省$自治区! 直辖市&"

本亚区盐碱滩地! 肥沃平原$耕地&! 山地丘陵! 黄土沟壑依次分布# 区域

内土壤主要以栗钙土! 垆土! 黄绵土! 潮土! 褐土! 灰钙土! 盐碱土为主" 植

被类型多样# 有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林! 沙地疏林及灌丛等森林植被"

山区森林覆盖率高# 生长良好" 区域内可造林的荒山! 荒地! 荒沙面积小"

本亚区由于受人为干扰和气候影响# 森林植被波动性大" 北部农牧交错区#

过牧! 开垦! 樵采! 砍伐等非常严重" 华北平原存在干旱! 洪涝! 土壤盐渍化

等自然灾害的威胁# 多年的工! 农业发展# 造成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超采严重"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对区域生态! 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 晋

北! 陕北! 宁中等地区受北方风沙危害严重# 也是北方地区主要沙尘源之一"

!二"技术要求

%(以防止水土流失和构建生态优美的宜居环境为建设重点# 通过封山$沙&

育林$草&! 退耕还林$草&! 人工荒山荒地造林种草等多种方式# 大力营造防风

固沙林! 水土保持林等防护林# 尽快恢复和增加林草植被# 遏制水土流失发展

趋势# 在条件适宜区# 发展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 稳步推进沙产业# 在实施

林业生态建设中增加农牧民收入"

!(华北平原及盐碱滩地# 要充分挖掘河道两侧! 沟! 路! 渠! 低洼地以及

荒山荒滩等宜林地造林潜力# 选用适宜造林模式# 增加森林资源" 该区域造林

绿化要以建设景观生态林! 农田防护林! 经济林为目标# 以发挥保障农业生产!

增加碳汇! 防风固土! 降尘静噪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为目的# 兼顾丰

富景观! 美化环境! 创造宜居城市! 满足休闲健身等社会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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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 以流域或区域自然经济体为单元综合规划# 建立

以生态林为主# 生态林与经济林并存的林业生态体系" 通过封山育林与人工造

林# 灌! 乔! 草相结合# 建立各类生态林( 在条件较好的沟底! 坡面中下部#

适度发展经济林# 实现保持水土与脱贫致富相结合的林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燕山F太行山F吕梁山山脉区# 要通过实施山区各项造林工程# 以营造

质量高! 生态功能强的山区防护林体系为目标# 以实现山区森林资源总量的快

速增长! 推进山区生态改善! 减轻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 增加当地群众收入为

目的# 同时发挥森林固碳制氧! 净化空气! 美化山区景观的作用# 促进山区森

林旅游业发展"

)(本亚区适宜封山$沙&育林育草! 封禁保护和人工造林种草"

!三"技术要点

%(华北平原及滨海盐碱滩地

结合平原绿化以及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营造景观生态林! 农田防护林

和经济林" 造林方式主要是人工造林# 对特种用途林要实施抚育保护"

$%&造林林种

"

在距离城镇村庄较远的沙荒地! 主要道路! 河流等# 营造用材林! 防风

固沙林! 农田防护林# 增加碳汇! 防风固沙! 保护农田! 降尘静噪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

#

在村镇周边以及主要河流附近等人易于到达的区域# 建设护路护岸林!

景观生态林# 以丰富景观! 美化环境! 创造宜居城市# 满足休闲健身! 科普教

育的社会需求"

$

条件适宜的地区发展特色经济林" 山西! 陕西沿黄河流域适宜发展大枣

经济林# 京冀西北适宜发展葡萄! 板栗$6&*0&)#& '-//(**('&&! 核桃等经济林"

$!&造林树种

"

生态林常绿乔木' 油松! 白皮松$,().*9.)$#&)&&! 华山松$,().*&%'&)8

5((&! 侧柏! 樟子松! 云杉! 雪松$6#5%.*5#-5&%&&等"

#

生态林落叶乔木' 国槐! 白桦$M#0./& +/&04+"4//&&! 栎类$N.#%1.**++(&!

杨树! 柳树$ ;&/(2*++(&! 白榆! 刺槐! 栾树! 元宝枫$71#%0%.)1&0.'&! 银杏

$?()B$-9(/-9&&! 白蜡! 臭椿! 丝绵木 $<.-)4'.*'&&1B((&! 楸树 $6&0&/+&

9.)$#(&! 皂荚 $?/#5(0*(& *()#)*(*&! 合欢 $7/9(@(& F./(9%(**()&! 黄连木 $,(*0&1(&

1"()#)*(*&! 朴树$6#/0(*1"()#)*(*&! 黑枣$Q(-*+4%-*/-0.*&! 杜梨$,4%.*9#0./(>-8

/(&&! 柿树$Q(-*+4%-*B&B(&! 构树$M%-.**-)#0(& +&+4%(>#%&&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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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林亚乔木及灌木' 海棠! 金叶榆$K/'.*+.'(/&&! 黄栌$6-0().*1-$8

$4$%(&&! 紫叶李$,%.).*6#%&*(>#%&&! 文冠果! 山桃! 山杏! 丁香$;4%()$& -9/&8

0&&! 沙地柏! 紫穗槐! 木槿$3(9(*1.**4%(&1.*&! 金银木$L-)(1#%& '&&1B((&! 沙

棘! 珍珠梅 $ ;-%9&%(& *-%9(>-/(& &! 榆叶梅 $*'4$5&/.*0%(/-9& &! 紫荆 $6#%1(*

1"()#)*(*&! 紫薇$L&$#%*0%-#'(& ()5(1&&! 红瑞木$;C(5& &/9&&! 黄杨$M.2.**()(8

1&&! 胡枝子$L#*+#5#@& 9(1-/-%&! 柽柳等"

%

经济林' 核桃! 柿子$Q(-*+4%-*B&B(&! 樱桃$6#%&*.*+*#.5-1#%&*.*&! 苹

果! 梨! 桃! 杏! 葡萄等"

$$&造林密度

鉴于该区域立地条件较好# 降水相对较多# 地表水相对丰富# 可按照成林

后郁闭度 #(@ 或乔灌木综合盖度可达到 B#C来确定初植密度" 高大乔木每亩

!' D@# 株# 一般乔木每亩 "! DB) 株# 灌木每亩 "! D%%# 株# 乔灌混交林每亩

@# 株左右"

在具有经营条件的情况下# 人工造林要分别考虑造林初始密度和不同生长

阶段的经营密度# 通过对不同生长期人工林密度控制# 使人工林能长期稳定生

长# 持续地发挥其最佳生态防护功能" 此时造林初始密度可大一些# 有利于造

林初期林木的生长" 部分树种造林密度参照表 "7% 至表 "7$"

经济林造林密度# 高大乔木树种$核桃&每亩 %' D$# 株# 其他树种每亩 @#

株左右"

表 &"!#乔木树种造林及经营密度!以杨树为例"

造林后林龄段$年& # D%# %% D!# !% D$#

密度$株0亩& %%# )) !'

表 &"$#小冠幅灌木树种造林及经营密度!以锦鸡儿% 沙柳为例"

造林后林龄段$年& # D) @ D%#$期间平茬一次& >%#

小冠幅灌木$株0亩& %)# D%##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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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大冠幅灌木树种造林及经营密度!山杏% 沙棘% 文冠果为例"

造林后林龄段$年& # D) @ D%# >%#

小冠幅灌木$株0亩& %%# D'# '# D)# "#

$"&树种配置

生态林不提倡纯林# 应以带状混交或块状混交的栽植方式营造混交林" 要

实施乔灌结合# 营造复层! 异龄! 针阔混交林# 以形成树种丰富! 结构合理!

稳定健康的近自然森林生态系统"

"

块状混交

单一乔木树种种植斑块不超过 !# 亩# 两个斑块之间自然镶嵌"

#

带状混交

单一树种带宽不低于 $ 行# 可与块状混交镶嵌搭配"

$

自然式组团

各树种以不规则斑块自由深度镶嵌# 注重各树种斑块的差异搭配和季相

变化"

$)&整地方法

采用穴状或带状集雨整地# 造林前一年或前一个雨季进行# 人工或机械整

挖坑或开沟# 设置集雨面$参见集雨整地技术&" 大苗造林# 种植穴直径 %##J5#

深 '#J5( 乔木种植穴直径和深度均为 @#J5( 灌木种植穴直径和深度均为 "#J5"

$@&造林季节和造林方法

平原区以春季造林为主# 春季造林应在萌芽前完成栽植工作# 原则上 $ 月

中旬至 ) 月上旬为宜( 雨季造林应带土球或容器苗栽植( 秋季造林应在树木休

眠期后土壤封冻前进行"

造林方法主要以植苗造林为主# 也可根据树种特性和立地条件# 采用直播

造林" 雨季适宜于小粒种子播种造林# 秋季适宜于大粒! 硬壳! 休眠期长的种

子播种造林"

!(黄土高原区

该区域地形破碎! 沟谷交错! 黄土梁峁连绵! 沟坡陡峻# 水土流失非常严

重# 是黄河泥沙来源的主要地区" 该区域以流域或区域自然经济体为单位综合

规划# 建立以水土保持林为主# 生态林与经济林并存的林业生态体系$程积民#

%&&)&"

造林绿化方式主要包括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两种方式" 高原区造林绿化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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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适当的草本比例# 给予畜牧业一定的牧草收获# 才能有效地巩固造林绿化

成果"

$%&人工造林

在黄土高原的荒山荒坡上造林# 通过优化乔! 灌! 草立体配置类型# 形成

结构稳定! 盖度适中的水土保持林" 条件适宜的地区适度发展经济林"

"

造林林种

%%%水源涵养林' 黄土高原区水土条件适中! 植被生长适宜度较高的地区#

营造以乔木林为主! 乔灌草结合的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 黄土沟壑区# 以梁峁! 侵蚀沟和河流沿岸为重点# 对水

土流失严重# 水分! 土壤条件差的地方# 营造以灌木林为主! 灌草结合的水土

保持林"

%%%经济林' 退耕地! 沟底! 坡面中下部水土条件较好的地方# 适度发展

经济林"

#

造林树种

%%%生态林乔木树种' 油松! 樟子松! 侧柏! 华北落叶松$ L&%(2+%()1(+(*8

%.++%#1"0((&! 杜松! 云杉! 白皮松! 刺槐! 杜梨! 元宝枫! 五角枫$71#%'-)-&!

辽东栎! 旱柳! 白榆! 青杨! 新疆杨! 北京杨 $,-+./.*9#(F()$#)*(*&! 河北杨

$,-+./.*O"-+#(#)*(*&等"

%%%生态林灌木树种' 柠条! 锦鸡儿! 沙棘! 欧李$6#%&*.*".'(/(*&! 连翘

$J-%*40"(& *.*+#)*&&! 山桃! 山杏! 文冠果! 紫穗槐! 白刺花$;-+"-%& 5&A(5((&!

沙地柏! 酸枣$E(@4+".*F.F.9&&! 火炬树$:".*!4+"()&&等"

%%%经 济 林 树 种' 红 枣! 核 桃! 柿 子! 苹 果! 花 椒 $ E&)0"-24/.'

9.)$#&)Q5&! 仁用杏$,%.).*&%'#)(&1& G*(9(%(1&&! 海棠! 苹果! 梨等"

$

造林密度

鉴于该区域水热条件相对较好# 植被总盖度在 @#C左右可保证林木长期稳

定生长# 且此时植被具有较好的保水固土作用# 因此#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

保持林的营造# 初始栽植密度可相对密一些# 乔木树种每亩控制在 "! DB) 株#

灌木树种每亩控制在 B) D%%# 株# 乔灌混交林每亩控制在 B) 株左右# 经济林树

种每亩控制在 !' D)# 株"

在具有经营条件# 可进行抚育疏伐的地方# 人工造林初始密度可大一些#

有利于造林初期林木的生长# 但随着林木的生长要进行疏伐抚育# 避免苗木生

长后期出现衰败$初植及经营密度参照表 "7%! 表 "7!! 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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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种配置

自然条件好! 地势平缓的荒山荒坡# 按照乔! 灌! 草行间配置与混交# 实

施立体配置种植( 侵蚀严重! 破碎的侵蚀沟等立地条件差的区域# 实施灌草

配置"

根据地势地貌采用团状混交! 块状混交! 行间混交等"

%%%带状混交# 适于初期生长较慢# 且两类互有矛盾的树种混交"

%%%块状混交# 适于共生性差树种之间混交"

%%%行间混交# 适应乔木与灌木# 深根性树种与浅根性树种之间的混交"

&

整地方法

禁止全面整地# 实施局部整地# 坚持集雨整地" 黄土水蚀区整地方式主要

从蓄水! 保土和避免原有植被不被破坏等几方面考虑选择适宜的整地方法" 一

般包括隔坡带子田! 水平阶! 水平带! 水平沟! 鱼鳞坑等"

在地形破碎! 坡度较陡的黄土丘陵或山地丘陵# 宜采用鱼鳞坑整地( 平地

等土层较薄地段# 宜采用穴状! 块状集雨整地方法"

在坡面相对完整# 坡度 %)ID!)I黄土丘陵! 平缓山坡等土层较深厚地段#

宜采用水平阶! 反坡梯田! 隔坡水平沟等带状集雨整地方式"

整地时间应在造林前 % D! 个季节或在一个降水量较多的季节前进行# 即在

具有一定量的集雨后再造林"

'

造林季节和造林方法

%%%植苗造林

分为春季! 雨季和秋季造林" 裸根苗造林以春季为主# 秋季补植补栽为辅#

春季造林宜早不宜迟# 最迟应在苗木萌芽前完成造林( 秋季造林应在树木落叶

后进入休眠# 土壤封冻前完成"

容器苗造林应分为雨季造林$@ 月上旬到 B 月下旬&和秋季造林$苗木落叶后

至土壤结冻前完成# & 月下旬到 %% 月中旬&" 容器苗栽植时根据容器苗土坨情

况# 选用脱袋或去底留壁造林方法

%%%直播造林

直播造林适用于土壤! 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方植被恢复# 多采用于灌木与耐

旱小乔木树种造林$如柠条! 沙棘! 山桃! 山杏! 文冠果等&# 小粒种子的灌木

树种造林$如锦鸡儿&# 一般在雨季进行播种# 即在第一场有效降雨前完成" 大

粒! 硬壳! 休眠期长! 不耐贮藏的种子一般在秋末土壤封冻前播种" 播种方法

采用穴播或条播# 覆土厚度为种子直径的 $ 倍到 )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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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育保护

"

封育对象

一是结合天然林保护及生态公益林建设# 对天然林$山杨! 白桦! 栎类等&

和已成林的人工林$油松! 落叶松! 侧柏等&实施抚育保护# 在保护其不受人为

破坏的前提下# 进行保护性的改造! 抚育! 更新# 提高林分质量和水源涵养

能力"

二是按流域或区域对集中连片的散生天然乔木或灌丛以及人工林保存率低

的各类疏林地实施封山育林# 结合林业工程进行补植补栽# 人工促进植被恢复#

最终达到成林标准"

#

类型及目标

黄土高原区# 无论是天然散生林木还是人工疏林# 均适宜封育为乔灌型和

灌草型两种" 鉴于该区域热量! 水分相对充足# 经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生长时

的乔灌草植被总盖度 B#C为宜# 其中乔木林目标郁闭度 #(" 左右# 灌木盖度

)#C左右"

黄土丘陵沟壑区#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立地条件较差# 残次的小老树林$杨

树! 油松等&人工林较多# 封育以恢复林草植被为重点#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结

构的目标盖度 @#C为宜# 乔灌林木盖度不得超过 "#C"

$

方式

本区域主要是由于过牧和樵采等人为活动引起的植被破坏# 封育主要是控

制放牧强度和人为破坏"

已实施天然林保护和公益林管护的区域# 采取全封# 进行长期抚育管护#

其他封育区采取全封与半封相结合# 即封育前期$前 $ D) 年&采取全封# 植被恢

复后采取半封"

一般封育期为 ) D%# 年# 全封期设立围栏# 禁止放牧! 樵采及其他人为活

动# 可刈割草喂养牲畜" 半封期可根据植被恢复情况# 在保护林木植被的前提

下# 进行打草! 轮牧! 发展林下经济等"

%

辅助措施

对实施封禁保护的林区# 适当进行人工抚育$间伐! 松土! 除草! 林地清理

等&# 最终达到培育健康! 稳定! 高质量林分的目的" 对疏林地的育林# 应进行

补植或补播乡土树种# 形成结构稳定的! 生态功能强大的人工林"

%%%立地条件差的针叶! 阔叶小老树# 应进行带状或行状补播! 补植灌木

树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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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条件较好的人工疏林地# 带状! 块状补播! 补植耐旱的乡土乔木

树种及灌木树种(

%%%稀疏灌丛# 实施行状或带状! 块状栽植针叶或阔叶树种及灌木树种"

$(山地丘陵区

本区域包括燕山! 太行山! 吕梁山区以及六盘山北缘和子午岭北端# 是旱

区自然条件最好的山地造林区# 分布有大面积的天然林和人工林# 森林质量较

高# 生长好# 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分布区" 该区域自然植被覆盖高#

土壤肥沃# 降水量大$)## D@##55&# 适宜通过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增加森林面

积" 造林方式包括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和抚育保护"

对生长在陡坡地及土层极薄的山地上的森林# 实施抚育保护# 防止人为干

扰# 并实施近自然经营( 宜林荒山荒地# 实施植树造林# 人工恢复植被( 对低

质低效林进行改造( 对适宜育林的无林地! 人工疏林和天然疏林实行封山育林"

$%&人工造林

"

造林林种

本区应大规模营造以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为主的防护林# 适当发展经济林

和速生丰产林"

%%%深山地区# 建立水源涵养林(

%%%浅山丘陵! 山前坡地营造水土保持林和用材林(

%%%风景名胜区! 民俗乡村区! 森林公园区等重点节点山区# 结合低价值

景观林改造# 造风景林和经济林"

#

造林树种

%%%生态用材林针叶树种' 落叶松! 云杉! 油松! 侧柏! 白皮松! 樟子松!

华山松! 赤松$,().*5#)*(>/-%&&! 杜松等"

%%%生态用材林阔叶树种' 白桦! 红桦$M#0./& &/9-F*()#)*(*&! 元宝枫! 山

杨! 青杨! 刺槐! 辽东栎! 五角枫! 杜梨! 山桃! 栾树! 白蜡! 栓皮栎

$N.#%1.*A&%(&9(/(*&! 蒙古栎! 槲栎$N.#%1.*&/(#)&&! 臭椿! 黄栌! 核桃楸! 黄

连木! 黑枣等"

%%%生态林灌木树种' 沙棘! 柠条! 连翘! 紫穗槐! 文冠果! 黄刺玫$:-*&

2&)0"()&&! 胡枝子! 绣线菊$ ;+(%&#& *&/(1(>-/(&&! 火炬树! 柽柳! 花椒! 山杏!

丁香! 小叶朴$6#/0(*9.)$#&)&&等"

%%%经济林树种' 核桃! 红枣! 梨! 山楂! 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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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造林密度

%%%土壤和降水条件较好的地区# 针阔乔木林每亩 "! D)@ 株为宜# 乔灌混

交林每亩 "' DB) 株左右为宜# 灌木林每亩 B) D%%# 株左右为宜"

%%%立地条件较差的石质山! 浅山阳坡! 丘陵# 一般针叶树种$如油松&每

亩 "! D@# 株# 窄冠针叶树种$如侧柏&每亩 @# D'# 株# 阔叶树种$如元宝枫&每

亩 !' D)# 株# 灌木树种每亩 @# D&# 株# 乔灌混交林控制在每亩 @# 株以内"

在具有经营条件可实施疏伐的地方# 造林初始密度可大些# 林木生长期间实

施疏伐抚育" 表 "7"和表 "7)为以油松和沙地柏为例的乔! 灌木造林及经营密度"

表 &"&#乔木树种造林及经营密度!以油松为例"

造林后林龄段$年& # D%# %% D!) !@ D"#

密度$株0亩& %%# D'# '# D@# "!

表 &"'#灌木树种造林及经营密度!以沙地柏为例"

造林后林龄段$年& # D) @ D%# >%#

大冠幅灌木$株0亩& %)# D%## %## D'# @#

%

树种配置

包括针阔混交! 乔灌混交" 混交方式以块状混交! 带状混交为主" 针阔混

交比例为 "P@" 乔灌混交比例可视立地条件而定# 阳坡为 "P@# 阴坡为 @P"

为宜"

&

整地方法

原则上实施局部整地# 禁止全面割灌# 提前一个季节集雨整地# 整地采用

穴状! 鱼鳞坑! 水平沟等整地方法# 种植穴呈品字形排列"

%%%穴状整地' 栽植带土球较大的苗木# 规格为长 @#J5! 宽 @#J5! 深

"#J5( 栽植小乔木裸根苗木及灌木# 规格为 "#J5! 宽 "#J5! 深 $#J5"

%%%鱼鳞坑整地' 为半圆形坑穴# 穴面低于原山坡面# 呈反坡倾斜# 规格

为长径 #(B D%()5# 短径 #(@ D%5# 深 $# D)#J5"

%%%爆破整地' 在石质山土层较薄$一般为阳坡&的地方# 以定向爆破方式

整地# 筑出坑长 %(@ 米# 宽 %5# 呈上下)品*字形排列的反坡鱼鳞坑"

'

造林季节和造林方法

%%%植苗造林' 以春季植苗造林为主# 雨季造林为辅" 春季造林任务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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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 部分树种可雨季造林# 高山远山没有浇水条件地方# 可避开春旱季# 雨

季进行造林# 雨季造林要选择在下一场透雨后的阴天进行"

%%%直播造林' 秋末土壤未封冻之前可实施人工播种造林# 采用当年新采

集的种子$如栓皮栎! 槲栎! 山桃! 山杏等&进行沟播或穴播造林"

$!&封育保护

"

封育对象

%%%华北山区分布有大面积的次生天然林和人工林# 是华北地区重要水源

涵养地# 对其实施抚育保护"

%%%对深山! 远山地区的天然残次林! 人工疏林实施封山育林" 采取以自

然恢复为主# 人工促进修复为辅# 提高林木盖度和生产力# 使其达到森林标准"

#

适宜封育区

对于不适于人工造林的高山! 陡坡! 水土流失严重# 但具有天然下种或萌

蘖能力的疏林! 灌丛# 经封育和人工辅助造林后# 有望培育为乔林或灌木林的

地区"

%%%有天然落种# 分布均匀幼苗或萌蘖根桩的荒山"

%%%不适宜人工造林的高山远山! 陡坡! 水土流失严重荒山"

%%%郁闭度=#(" 的低质低效有望培育成乔木林的灌木林"

$

封育类型及目标

%%%深山地区的针叶! 阔叶疏林# 封育类型为乔木型"

%%%浅山地带针叶林和阔叶疏林# 封育为乔灌型"

%%%浅山地带天然灌丛# 封育为灌草型"

由于该区域降水相对较丰富# 封育成林后# 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乔灌木盖

度可恢复到 B#C"

%

封育方式

%%%边远深山区! 水源地采用全封型# 禁止生产性经营活动和改变林地

用途"

%%%其他区域采用半封和轮封保育# 进行抚育性管理和保护性利用# 可发

展林下经济! 打草! 轮牧# 禁止商业性采伐"

&

辅助措施

林间空地补植! 播种乔木和灌木树种# 残次林抚育清理! 人工辅助天然

下种"

%%%深山地带针叶疏林# 进行带状或块状栽植落乔木( 针阔混交疏林#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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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块状! 团状补植阔叶乔木或灌木"

%%%浅山地带阔叶灌木疏林# 带状! 块状! 团状补植阔叶树或灌木( 天然

灌丛# 带状! 块状! 团状补植乔木和灌木"

二! 半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半干旱中温带造林亚区包括东西两部分# 西区位于我国西北内陆# 主要由

天山山脉北麓! 阿尔泰山脉! 准噶尔盆地西部的山地组成( 东区由东北平原西

部! 呼伦贝尔高原! 大兴安岭南段! 阴山东部! 内蒙古高原东南部! 鄂尔多斯

高原东部组成# 大体与北方农牧交错带吻合" 西区降水主要受来自北冰洋的水

汽和地形影响# 年降水量 !## D$##55( 东区属东亚季风区# 降水主要受来自太

平洋的水汽影响# 年降水量 $## D"##5# 降水集中且变率大" 本区涉及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陕西! 宁夏! 新疆等省$自治区&"

本亚区高山! 平原$耕地&! 沙地! 草原交错分布# 呼伦贝尔沙地! 科尔沁

沙地! 浑善达克沙地! 毛乌素沙地等四大沙地# 及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 锡林

郭勒草原分布其中" 区域土壤主要以棕钙土! 栗钙土! 风沙土! 草甸土! 盐碱

土为主" 植被类型多样# 由东向西依次为草甸草原! 典型草原! 荒漠草原# 分

布有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林! 沙地疏林及其他灌木等森林植被" 大部分

地区森林覆盖率低# 荒山! 荒地! 荒沙面积大# 洪涝和干旱交替发生# 生态系

统脆弱# 环境敏感度高" 土壤风蚀! 水蚀! 盐渍化易发生# 土地荒漠化和沙化

比较严重# 是我国风沙危害主区域# 区域内沙尘暴! 旱灾! 水灾! 风灾! 雪灾

等多种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

!二"技术要求

%(以防沙治沙和荒山绿化为生态建设重点# 通过封山$沙&育林$草&! 飞播

造林! 退耕还林$草&! 人工荒沙荒山造林等多种方式# 大力营造防风固沙林!

水源涵养林等# 恢复和增加林草植被# 遏制沙化扩展趋势# 构筑北方防护林生

态屏障"

!(东北平原西部及土默特平原区# 主要通过人工造林# 建设农田防护林!

草牧场防护林! 防风固沙林! 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及用材林等"

$(蒙陕宁风沙区# 主要围绕呼伦贝尔沙地! 科尔沁沙地! 浑善达克沙地!

毛乌素沙地# 采取人工造林! 飞播造林! 封沙育林! 封禁保护等措施# 建设防

风固沙林! 生态经济林等# 固定流沙! 改善生态环境( 针对退化! 沙化草场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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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防风固沙林! 草原防护林# 增加草原植被# 恢复草原生态系统功能"

"(大兴安岭低山丘陵区! 黄土丘陵及其他山地丘陵区# 主要开展封山育

林! 退耕还林和荒山荒地造林# 建立水土保持林! 水源涵养林! 农田防护林"

)(天山山脉北麓! 阿尔泰山脉! 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 主要开展封山育

林# 辅助人工荒山造林# 建立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

!三"技术要点

四大沙地腹地区域主要建立封禁保护区# 防止人为干扰( 在山区! 河流!

湖泊周围及沙地边缘人口密集区# 实施封山! 封沙育林育草( 飞播造林主要是

在水分条件较好的流动和半固定沙地( 人工造林主要在交通便利的荒山! 荒沙!

荒地以及城镇和村庄周边"

%(平原区

本区包括松嫩冲积平原西南部! 辽河平原西部和土默特平原# 自然条件相

对较好# 降水量较多# 一般在 "## D)##55之间# 地下水资源丰富" 该地区土

地沙化和盐渍化较为严重# 风沙危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因此# 通过建立农

田防护林! 营造防风固沙林和水土保持林# 增加森林面积# 防止风沙危害# 治

理盐渍化土地# 保障农业生产和维护生态安全"

$%&造林林种

"

受风沙危害严重的草场# 建立草原防护林体系# 防治土壤风蚀# 维护草

场生态安全# 最大限度地发挥防护林的综合效益"

#

农区要完善! 重建农田防护林体系# 保证农业安全生产# 提高农作物

产量"

$

四大沙地# 建立防风固沙林# 治理沙化土地# 提高植被覆盖率# 防止风

沙危害#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

盐碱地分布区# 栽植耐盐灌木林# 通过治理盐渍化土地# 营造防护林和

薪炭林"

&

河湖岸边及村庄# 营造沿岸水土保持林! 护岸林! 用材林及经济林"

$!&造林树种

"

防护$用材&林乔木树种' 樟子松! 红皮云杉$,(1#& B-%&(#)*(*&! 长白落叶

松 $ L&%(2 -/$#)*(*&! 红 松 $ ,().*B-%&(#)*(*&! 杨 树! 柳 树! 糖 槭 $ 71#%

*&11"&%.'&等"

#

防护林灌木' 柽柳! 紫穗槐! 柠条! 紫丁香$ ;4%()$& -9/&0&&! 榆叶梅!

沙棘! 胡枝子! 刺玫! 连翘! 忍冬$L-)(1#%& F&+-)(1&&! 灌木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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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林' 榛子$6-%4/.**++(&! 山杏! 沙棘! 红松$经嫁接&! 葡萄! 枸

杞等"

$$&造林密度

沙土地乔木造林$樟子松&每亩 %" D"# 株# 一般乔木造林每亩 !' DB) 株#

灌木林每亩 "' D%%# 株# 乔灌混交每亩 @# 株左右"

具有经营条件的地区# 乔木造林初植密度可按每亩 %## 株栽植# 随着林木

的生长要进行 ! 次经营性疏伐# 达到中龄期时的密度每亩 )# 株为宜"

$"&树种配置

防护林营造树种配置# 要根据立地条件# 采用不同植被类型! 不同树种间

的混交搭配# 包括乔木和灌木! 灌木和草本! 乔木和乔木! 灌木和灌木等不同

配置方式"

"

防风固沙林' 乔木与灌木混交# 主要指耐旱乔木$樟子松! 沙枣等&与固

沙灌木$锦鸡儿! 沙柳&混交造林# 混交方式以带状和行间混交为宜( 灌与草混

交# 主要结合退耕还林$草&造林# 灌木经济林等$山杏! 榛子! 沙棘等&与牧草

$苜蓿$H#5(1&$-*&0(A&&! 草木犀$H#/(/-0.*->>(1()&/(*&等&实施行间混交( 灌木与

灌木混交# 主要是浅根系$锦鸡儿&和深根系$沙蒿&两种灌木# 以行间混交或带

状混交"

#

农田及草场防护林' 乔木与乔木混交# 宜采用带状! 块状! 行间混交配

置方式# 树种配置要喜光树种与耐阴树种搭配! 针叶树种与阔叶树种搭配! 深

根性树种与浅根性树种搭配"

%%%农田林网的配置' 主林带间距 )##5# 副林带间距 '##5# 主林带 " 行#

副林带 ! 行# 林网结合道路! 渠系统筹规划# 采取南林北路# 东林西路# 两林

夹一渠# 两渠夹一林等方式配置林带"

%%%草场防护林的配置# 要因地制宜# 网! 带! 伞! 疏! 片结合# 营造灌

木阻沙林! 草场防护林! 乔木绿伞林! 灌木疏林草场等"

$)&整地方法

"

在地势较低的盐碱地# 主要采用高台整地( 土层较薄的平地! 沙土地等#

宜采用穴状整地"

#

在丘陵坡地等土层较深厚地段# 宜采用水平阶! 鱼鳞坑! 机械拉沟等带

状等集雨整地方式"

整地时间一般在造林前提前 % D! 个季节# 但不超过 % 年" 最好在造林前的

雨季整地# 第二年春季造林"

'%



第四章?半干旱区造林绿化

$@&造林季节和方法

"

裸根苗造林可分为春季和秋季造林" 春季造林宜早不宜迟# " 月上旬到 "

月下旬( 秋季造林在林木落叶后到土壤封冻前# & 月下旬到 %# 月中旬"

#

容器苗造林# 春季! 雨季和秋季均可造林" 雨季造林选择降水较为集中

的时期进行# 一般在 @ 月上旬到 B 月下旬"

$

种子直播造林# 适用于水分条件较好的地区# 主要树种有胡枝子! 紫穗

槐! 柽柳! 沙棘! 山杏! 文冠果等灌木树种" 雨季适宜于小粒种子播种造林#

秋季适宜于大粒! 硬壳! 休眠期长! 不耐贮藏的种子播种造林" 根据立地条件

及造林地现存植被现状# 可采用穴播或条播方法# 覆土厚度为种子直径的 $ D

) 倍"

!(蒙陕宁风沙区

本区主要为我国呼伦贝尔沙地! 科尔沁沙地! 浑善达克沙地和毛乌素沙地

四大沙地分布区# 适合造林的土地面积大! 分布最广" 在交通方便! 水分条件

相对较好的地区# 可实施大面积人工造林和飞播造林" 另外# 该区域各沙地分

布有大面积的天然疏林! 灌木林及人工林# 生长好# 结构稳定# 具有防止风沙

侵蚀! 减轻沙尘暴危害作用# 对其要施封禁保护# 提高植被质量# 增加林草

盖度"

该区域造林绿化应以灌木树种为主# 乔灌草结合# 采取飞播! 封育! 封禁

保护和人工造林等方式实施造林绿化"

$%&封育保护

"

适宜封育区

四大沙地所在的呼伦贝尔草原! 科尔沁草原! 锡林郭勒草原和鄂尔多斯草

原# 是畜牧业重点发展区# 过度放牧和樵采对植被造成了破坏# 因此# 选择有

希望成林的区域# 结合人工治沙造林# 实施封沙育林育草# 人工促进林草植被

快速恢复# 增加林草面积和植被盖度"

四大沙地均适宜封沙育林育草# 但封育重点区域应在人为活动密集! 放牧

强度大的区域"

#

封育对象

%%%呼伦贝尔沙地封育保护的主要树种有樟子松! 榆树! 柠条! 差巴嘎蒿

$7%0#'(*(& "&/-5#)5%-)&等# 植被类主要为' 沙地西部以柠条! 差巴嘎蒿为主的

灌木! 半灌木林( 中部以榆树! 黄柳! 小叶锦鸡! 差巴嘎篙和冷篙$7%0#'(*(&

>%($(5&&为主的疏林灌丛( 东部以樟子松! 白桦! 榆树! 山杨等为主的针叶! 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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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

%%%科尔沁沙地封育保护的主要树种有榆树! 山杏! 锦鸡儿! 黄柳等# 植

被类型包括东北部榆树! 山杏疏林# 中南部的榆树! 锦鸡儿! 差巴嘎蒿疏林灌

丛# 西北部的柠条! 黄柳! 差巴嘎蒿灌木林"

%%%浑善达克沙地封育保护的主要树种有榆树! 蒙古栎! 山杨! 锦鸡儿!

黄柳! 沙蒿等# 保护的植被类型包括沙地中东部的榆树! 山杨阔叶疏林# 沙地

西部的锦鸡儿! 沙蒿灌木林"

%%%毛乌素沙地封育保护的主要树种有沙地柏! 锦鸡儿! 沙柳! 沙柳! 油

蒿! 花棒! 杨柴等# 保护的植被类型包括沙地中南部的沙地柏灌木林# 中部部

的锦鸡儿! 油蒿灌木林# 北部的油蒿! 沙柳灌木林"

$

类型及目标

%%%四大沙地年降水量在 $)#55以上地区的阔叶疏林# 封育类型为乔灌草

型"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时的乔灌木目标盖度为 $#C D"#C# 植被总盖度为

"#C D)#C"

%%%年降水量不足 $)#55的其他区域# 封育类型为灌草型" 封育后植被达

到稳定时的灌木目标盖度为 $#C# 植被总盖度为 "#C"

%

方法

%%%人为活动密集! 放牧力度大! 植被破坏严重的地区# 封育初期采用全

封型# 建立围栏# 禁止放牧! 樵采等# 植被得到一定恢复后# 有保护的加以

利用"

%%%其他地区采用半封和轮封保育型" 半封区在林木非生长季节# 有计划

适度地进行打草! 打柴及其他经营活动# 但不以对林木造成破坏为前提( 轮封

区要有计划地将封育区划分为若干个片区# 进行轮流封育和放牧# 在恢复植被

的同时兼顾群众的生产生活"

&

辅助措施

封禁和适度利用相结合# 管护和培育相结合# 加速植被恢复# 是封沙育林

育草的基本宗旨"

%%%对破坏严重! 人畜密集的地段采用围栏封护! 专人管护# 同时加大人

工造林力度# 可采用直播锦鸡儿! 扦插沙柳和柽柳等灌木# 促进植被快速恢复"

%%%对偏远! 植被稀疏# 仅靠管护不能成林的区域# 要结合飞播造林# 促

进植被快速回复"

%%%地下水位较高! 降水量较丰富的区域# 要采取乔灌结合的方式# 小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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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栽植樟子松! 榆树及其他灌木等# 增加林木植被面积"

$!&人工造林

本区主要造林区域为四大沙地# 降水量大多在 !)# D)##55之间# 地下水

资源相对丰富" 因此# 在人工造林方面# 可根据水资源及降水情况# 因地制宜#

乔灌草结合# 营造防风固沙林# 增加林草面积# 防止风沙危害"

"

造林林种

%%%风沙区建立防风固沙林# 在治理沙化土地# 提高植被盖度的同时# 兼

顾当地牧民对薪柴和饲料的需要"

%%%沙地中的河湖岸边及低洼盐碱地# 营造护岸林和水土保持林"

%%%草场与沙化土地过渡区! 村庄周围# 建立和完善草场防护林体系# 防

止土地沙化对草场和村屯的侵蚀和危害"

#

造林树种

乔木树种主要有樟子松! 赤松! 彰武松$,().*5#)*(>/-%& A&%(@"&)$C.#)*(*&!

小黑杨$,-+./.**('-)((G)($%&&! 银中杨$,-+./.*&/9& G9#%-/()#)*(*&! 沙枣! 旱

柳! 元宝枫! 榆树! 刺槐! 蒙古柳$;&/(2/()#&%(*0(+./&%(*&等"

灌木! 半灌木树种主要有紫丁香! 榆叶梅! 沙棘! 黄刺玫! 山杏! 胡枝子!

锦鸡儿! 柠条! 沙柳! 柽柳! 杨柴! 花棒! 沙地柏! 沙蒿等"

$

造林密度

乔木树种营造固沙林# 要实施低密度造林# 主要在降水量较多! 地下水位

较浅的地区造林" 造林密度要综合考虑水分条件! 树种特性! 经营条件确定#

一般每亩不超过 @# 株为宜" 如果具有经营条件# 初植密度可大一些$每亩 %%#

株&# 在造林后可进行 % D! 次疏伐抚育# 最终达到合理的生长密度" 表 "7@ 为

樟子松林经营密度"

表 &"(#樟子松造林及经营密度

造林后林龄段$年& 初植 !# "#

密度$株0亩& %%# )) !'

灌木树种固沙林的营造也不要过密# 要根据立地条件确定合理的栽植密度#

每亩 )# D%%# 株为宜"

乔灌结合混交林的造林密度每亩控制在 B# 株以内"

在造林方法上# 采用宽行距$) D@5&# 小株距$% D!5&的造林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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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种配置

树种配置要以喜光树种与耐阴树种搭配! 针叶树种与阔叶树种搭配! 深根

性树种与浅根性树种搭配! 乔木与灌木搭配"

混交方式包括带状混交! 行间混交! 块状混交# 以带状混交为主" 水分条

件好的低洼地! 沙丘阴坡# 以乔木树种为主# 水分条件差! 沙丘阳坡以灌木

为主"

&

整地方法

沙土地易风蚀# 禁止全面整地和提前整地# 坚持局部整地! 随整地随造林

的原则" 整地方式包括带状整地! 穴状整地"

'

造林方法和造林季节

沙地人工造林主要包括植苗! 直播! 插条等方法"

%%%植苗造林' 由于沙地造林易遭干旱而影响造林成活率# 应以容器苗为

主# 造林一般在春季土壤解冻后造林# 越早越好# 且要深栽" 乔木造林要进行

灌溉"

%%%直播造林要在雨季造林# 适宜流动沙地! 半固定沙地造林" 造林树种

主要为灌木# 包括锦鸡儿! 花棒! 杨柴等# 采用条播! 点播的播种方法"

%%%插条造林是沙地造林的一种简便! 快捷! 见效快! 成本低的造林方法#

四大沙地均可适用" 主要是在植被稀少的流动! 半流动沙丘上# 选用萌蘖性强

的灌木树种枝条# 深度扦插设置沙障# 形成活沙障# 进行固沙造林" 沙地扦插

造林主要树种有黄柳! 杨柴! 柽柳等# 沙障设置形式为行列式和网格状# 行列

式扦插行距为 " D'5# 网格式扦插为 " G"5# 一般在 " 月中下旬和 %# 月中下旬

进行# 插条长度 '#J5# 扦插深度 B#J5# 地上留茬 %#J5"

$$&飞播造林

沙区飞播造林具有速度快! 省劳力! 投入少! 成本低! 范围广等特点# 能

深入人烟稀少! 人工造林困难的边远沙地腹地实施造林作业# 现已成为防沙治

沙的主要造林方式及植被恢复与重建的重要途径"

"

适宜区域

在科尔沁沙地! 浑善达克沙地! 毛乌素沙地# 具有相对集中连片# 且不少

于飞机一架次作业面积的宜林$草&荒沙地都可" 播区应以半固定和流动沙地为

主# 且具有天然植# 被盖度 $C D%)C# 宜播面积占播区总面积的 B#C以上"

呼伦贝尔沙地由于沙地! 沙丘分布较为分散# 可采用人工撒播造林和直播

造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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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播植物种

沙区飞播造林主要以耐旱的灌木树种为主# 一般采用多植物种混合飞播造林"

常用于飞播的植物种有锦鸡儿! 花棒! 杨柴! 沙蒿! 沙打旺等" 由于各沙地立地

条件和气候的差异# 也可选用当地适宜的其他树种与上述植物种混播$表 "7B&"

$

飞播时间

沙区飞播造林种子能否发芽出苗# 是由温度! 水分及种子播后覆沙等因素

共同决定# 飞播期的确定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根据以往飞播成功经验# 最适宜的飞播时期为 ) 月上中旬至 @ 月下旬# 此

时正好进入雨季# 结合天气预报# 在中雨天气过程$

"

%#55降雨&之前进行

飞播"

表 &")#沙地飞播造林主要适宜植物种!戴国良& $*!%' 麻保林& !++,"

飞播区 适宜植物种 飞播时间

科尔沁沙地
锦鸡儿! 差巴嘎蒿! 花棒! 杨

柴! 沙打旺! 草木犀
) 月中! 下旬

浑善达克沙地
锦鸡儿! 沙蒿! 胡枝子! 沙打

旺! 草木犀
) 月下旬D@ 月中旬

毛乌素沙地
锦鸡儿! 沙拐枣! 花棒! 杨柴!

白沙蒿! 沙打旺
) 月中旬D@ 月下旬

%

播种量及其配置比例

沙区飞播造林应采用不同植物种以混播方式进行飞播"

%%%科尔沁沙地# 单播锦鸡儿每公顷 B() D%)AM# 锦鸡儿! 草木樨$H#/(/-8

0.**.&A#-/#)*&! 沙打旺混播时# 每公顷 %)AM# 播种量比例为 $P!P%"

%%%毛乌素沙地# 花棒或杨柴与白沙蒿混播# 每公顷总播种量 &AM# 两者

比例为 !P%( 白沙蒿与沙打旺混播# 每公顷总播种量 'AM# 两者比例为 %P%"

%%%浑善达克沙地# 杨柴! 沙蒿! 沙打旺混播# 每公顷总播种量 B D%#AM#

配置比例为 )P$P!"

&

种子处理

对种子进行风选净种! 掺拌药剂! 大粒化处理# 一防鼠害! 鸟害# 二使其

能在飞播后稳定着地! 吸水膨胀! 快速发芽# 从而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存活率#

增强幼苗的抗旱! 抗寒! 抗病能力" 一般采用多效复合剂处理种子# 保水性能

好# 无污染# 对鸟! 鼠具有驱避效果# 能够增强幼苗抗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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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区处理

一是对可能影响飞播种子触土发芽的地段进行人工或机械带状松土处理$如

组织羊群在坡面踩踏&# 二是对风蚀严重地段$高大流动沙丘&设置沙障# 防止

种子大面积位移# 以改善沙坡面落种! 播种条件# 提高飞播成效"

B 保护及适度利用

飞播后的区域应进行 " D@ 年的封禁# 最好结合封沙育林育草和沙区封禁保

护建设实施飞播造林# 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围栏# 要有专人看护"

在封禁期满# 植被已稳定的播区# 在不影响生态效益的前提下# 可适度利

用# 但利用强度应掌握在可自然更新的范围内"

飞播作业要严格按照飞播造林国家标准和飞播造林作业设计进行"

$(东北华北低山丘陵及黄土区

本区域包括我国大兴安岭南部! 燕山北部! 阴山东段及其以北丘陵及黄河

中上游黄土沟壑区" 该区域低山! 丘陵! 黄土沟壑交错分布# 由于森林植被的

破坏使得该区域森林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河流水量减少# 山前平原水位下降#

河流泥沙增加"

该区域要按照乔灌草结合的方式实施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育草# 提高森林

盖度和森林质量# 增加区域水源涵养能力# 减少水土流失"

$%&封育保护

本区域适宜封山育林和抚育管护的区域主要包括大兴安岭南段! 燕山北部

以及阴山# 对象是分布于山区的天然次生林! 人工林! 残次的疏林疏灌"

"

抚育管护

分布于深山地区# 且已经达到森林标准的天然次生林及人工林# 是华北地

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管护好这里的森林资源尤为重要"

要结合天然林保护和生态公益林工程! 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建设# 一是

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 防止人为破坏和过度干扰( 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抚育管

护# 对过于密集出现衰退的区域进行抚育间伐# 促进复壮更新( 三是对遭破坏

严重! 郁闭度过小的区域进行补植补栽# 增加乔灌木盖度" 总之# 通过封禁管

护# 使林木处于一个合理的密度和盖度范围# 以期提高森林质量# 增强水源涵

养能力"

#

封山育林

%%%封育区域

主要包括大兴安岭南段! 燕山北部! 阴山东段以北的山地丘陵等区域"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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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气候条件相对较为湿润# 一般年降水量在 $)#55以上# 分布有不同类型的

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 但由于土层较薄# 砾石较多# 人为破坏和管理不善# 砍

伐! 牲畜的啃食! 采矿普遍存在# 在浅山地区已形成残次的疏林地# 林木长势

弱# 生态效益较低# 天然下种更新困难" 可通过封山育林及封禁保护# 辅以人

工造林措施# 形成以乔木为优势树种# 乔灌草结合的森林生态系统"

%%%类型及目标

对海拔在 %###5以上的针叶! 阔叶疏林# 封育类型为乔灌型# 封育后可形

成以乔木为主# 乔灌结合的森林植被#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的乔灌木目标盖度

为 "#C D)#C# 植被总盖度为 @#C"

海拔在 %!##5以下的山前坡地及丘陵区# 封育类型为灌草型" 封育后形成

以灌木为主# 灌乔草结合的灌木林" 植被达到稳定的灌木目标盖度为 "#C# 植

被总盖度为 @#C"

%%%封育方式

由于本区域地域辽阔# 畜牧业发达# 解决好林业与畜牧业的矛盾是封育成

功的关键" 一方面要恢复林木植被# 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当地农牧民的生计"

所以本区域宜采用半封和轮封的封育方式# 主要是要通过限牧补贴! 人工看护

等方式# 加强管护力度# 杜绝采伐# 限制放牧# 防止林木遭到破坏"

封育期限一般都要在 ) D%# 年# 封育期满后应实施长期保护"

%%%辅助措施

结合人工辅助造林# 封造结合# 乔灌草兼顾# 形成带! 片交织的育林区#

提高林分质量和增加林草植被盖度"

山区林中空地以种植适宜的针阔乔木和灌木# 逐步形成以乔木为主# 多树

种! 乔灌草结合的复合林"

海拔 %!##5以下的低山丘陵# 栽植或播种灌木及耐旱的乔木$如油松! 榆

树等&# 形成灌木为主# 乔灌草结合的复合林"

海拔 %###5以上山区的稀疏针阔混交疏林及灌木林中# 采取轻度的人工促

进更新措施# 人工播种! 移植! 补植适生的乔木和灌木树种# 乔灌结合# 封造

结合# 促进植被恢复"

$!&人工造林

人工造林主要包括荒山荒坡地造林绿化! 结合封山育林实施的人工辅助造

林# 以及对人工造林后的补植补栽"

"

造林林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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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通过人工造林营造水源涵养林(

%%%坡耕地退耕还林及丘陵黄土沟壑区营造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林(

%%%在局部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带可营造防护经济兼用林(

%%%在缓坡农田营造农田防护林"

#

造林树种

%%%一般防护林乔木树种' 油松! 白皮松! 华山松! 侧柏! 樟子松! 杨树!

柳树! 黑桦$M#0./& 5&A.%(1&&! 白桦! 栾树! 元宝枫! 国槐! 白榆! 银杏! 合

欢! 黄连木! 栎类! 朴树! 黑枣! 杜梨! 柿树等"

%%%一般防护林灌木树种' 柠条! 锦鸡儿! 沙棘! 文冠果! 花棒! 山桃!

山杏! 沙地柏! 紫穗槐! 胡枝子! 金叶榆! 黄栌! 紫叶李等"

%%%农田防护林树种' 杨树! 柳树! 栾树! 元宝枫! 刺槐! 白蜡! 臭椿!

丝绵木! 楸树! 皂荚! 构树等"

%%%生态经济林树种' 仁用杏! 山杏! 葡萄! 杏子! 小苹果类 $海棠果

$6&/-+"4//.'()-+"4//.'&! 沙果$H&/.*&*(&0(1&&等&! 枣! 榛子! 板栗! 核桃等"

$

造林密度

生态林乔木林每亩 !' DB# 株左右# 灌木林每亩 "! D%%# 株左右# 乔灌混合

型每亩控制在 '# 株以内"

农田防护林按 "##5G"##5或 "##5G)##5的方格设置# 造林密度株行距

均为 !5和 $5$每亩 %%# 株&# 按)品*字形排列"

退耕还林造林密度# 生态林乔木树种每亩 '# 株# 灌木林每亩 %!# 株"

生态经济林每亩 "# DB# 株"

%

树种配置

采用不同树种搭配的混交方法造林# 包括乔木与灌木混交# 灌木与草混交#

乔木与乔木混交# 灌木与灌木混交"

带状混交方式适于初期生长较慢# 且两类互有矛盾的树种( 块状混交适于

共生性差树种之间配置( 行间混交适于乔木与灌木! 深根性树种与浅根性树种

之间搭配"

&

整地方法

坚持集雨! 局部整地# 保护原有植被# 最大限度获取天然降水" 深山地区

实施鱼鳞坑整地# 浅山丘陵缓坡地实施水平带! 水平阶整地# 平地实施穴状集

雨整地"

整地时表土! 芯土分置# 芯土筑埂# 表土回填" 整地时间为造林前二个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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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或一个雨季"

'

造林方法及季节

主要采用直播造林与植苗造林方法"

%%%直播造林

适用于水分条件! 土壤较好的地方造林# 多用于灌木与小乔木树种造林#

采用穴播或条播方法# 覆土厚度为种子直径的 $ D) 倍" 小粒种子适宜于雨季播

种造林# 大粒! 硬壳! 休眠期长! 不耐贮藏的种子适宜于秋季播种造林"

%%%植苗造林

裸根苗造林适宜春季造林# 栽植时做到苗木随运随栽# 造林宜早不宜迟#

一般为 $ 月下旬到 ) 月上旬"

容器苗造林# 春季! 雨季和秋季造林均可" 根据容器苗土坨情况# 选用脱

袋或留袋$去底留壁&造林方法" 雨季造林选择雨季降水较为集中期的 @ 月上旬

到 B 月下旬实施( 秋季造林在苗木落叶后至土壤结冻前完成# 一般为 & 月下旬

到 %% 月中旬"

"(北疆山地丘陵及准噶尔盆地边缘荒漠区

本区域主要包括天山山脉! 阿尔泰山脉! 准噶尔西部的山脉$以巴尔鲁克为

主&及准噶尔盆地西北端的一小部分荒漠绿洲区" 该区域有大小河流 !# 多条#

分布有大面积的天然水源涵养林# 是北疆地区主要水源供给区" 由于森林严重

衰退! 结构比例失调# 加之人们过牧! 滥采! 乱挖$采石! 采矿&# 致使本区水

土流失严重# 森林水源涵养功效下降"

本区可通过抚育保护和封山$沙&育林$草&# 辅助人工造林# 在保护现有森

林植被的同时# 促进植被恢复# 提高森林水源涵养能力和水土保持能力"

$%&封育保护

该区域针对不同立地条件和林木状况# 采取封山! 封河! 封沙的)三封*育

林措施"

"

封育区域

主要包括天山山脉北麓! 阿尔泰山脉! 准噶尔西部山地的浅山丘陵区# 河

流两岸及其河谷区# 以及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荒漠区# 这些区域分布的山地河

谷疏林和荒漠灌木林# 是实施封山$沙&育林的主要对象"

#

封育对象

主要是分布在中低山的针阔! 落叶阔叶疏林# 河谷区! 河岸落叶阔叶疏林#

以及荒漠区的旱生灌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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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西部的巴尔鲁克山# 主要是中低山分布的新疆野苹果$H&/.**(#A#%8

*((&! 天山樱桃$6#%&*.*0(&)*"&)(1&&! 天山桦$M#0./& 0(&)*1"&)(1&&! 疣枝桦$M#08

./& +#)5./&&! 天山花楸$;-%9.*0(&)*1"&)(1& A&%(0(&)*1"&)(1&&! 山柳! 苦杨$,-+8

./.*/&.%(>-/(&&! 欧洲山杨$,-+./.*0%#'./&&等"

天山山脉北麓主要是云杉! 山柳! 山杨! 方枝柏$;&9()& *&/0.&%(&&! 宽刺蔷

薇$:-*& +/&04&1&)0"&&! 山楂! 黑果小檗$M#%9#%(*&0%-1&%+&&! 忍冬$L-)(1#%& F&8

+-)(1&&等"

阿尔泰山脉主要是新疆落叶松$ L&%(2*(9(%(1&&! 云杉! 冷杉! 白桦! 绣线

菊! 忍冬! 腺齿蔷薇$:-*& &/9#%0((&等"

其他荒漠区主要是胡杨! 柽柳! 白梭梭! 蒙古沙拐枣$6&//($-).''-)$-/(8

1.'&! 多枝柽柳! 细穗柽柳$!&'&%(2/#+0-*0&1"4*&! 红砂! 驼绒藜! 纤细绢蒿

$;#%(+"(5(.'$%&1(/#)*1#*&等"

$

类型及目标

海拔较高! 较湿润的地区# 封育类型为乔灌型# 成林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

目标盖度为 @#C" 海拔较低及阳坡地段# 封育类型为灌草型# 封育成林后目标

盖度为 "#C"

开阔河谷及山前丘陵沟壑区# 分布有常绿针叶灌丛和落叶阔叶灌丛两种类

型的灌木林# 封育类型为灌草型# 封育成林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为

@#C# 乔灌木为 "#C"

准噶尔盆地的东! 西两端边缘荒漠区# 旱生的半乔木! 灌木! 半灌木! 矮

半灌木等荒漠植被# 封育类型为灌草型#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

为 "#C# 乔灌木为 $#C"

%

封育方式

天山! 阿尔泰山! 准噶尔西山地乔灌封育区# 实施半封和轮封# 禁止樵采#

限制性放牧# 有保护性的进行打草! 放牧" 河谷! 河岸乔灌木林! 山前沟壑丘

陵及荒漠灌木林封育区# 实施全封# 禁止一切不利于植被恢复的人为活动"

&

辅助措施

建立巡逻管护站点# 设立专人管护# 在保护现有植被的前提下# 对有林地!

疏林地! 杂灌木林采取抚育经营! 补植补造! 人工辅助下种等措施# 促进天然

更新# 提高森林质量和水源涵养能力"

$!&人工造林

在山区# 人工造林主要是荒山荒地造林以及结合封山育林实施的人工补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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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造林# 在塔城盆地及哈巴河县西部的荒漠绿洲区# 主要是以保护绿洲和河

流的人工造林以及人工疏林地的补植补栽"

"

造林林种

%%%山区! 河流湖泊岸边及开阔河谷# 营造以乔木树种为主# 乔灌结合的

水源涵养林(

%%%山前坡地! 丘陵沟壑区# 营造以灌木树种为主# 灌草结合的水土保

持林(

%%%绿洲区# 营造由护田林网! 防风基干林带! 固沙草灌带组成绿洲防护

林体系"

#

造林树种

%%%乔木树种' 云杉! 落叶松! 樟子松! 桦木! 新疆杨! 欧洲黑杨$,-+.8

/.*)($%&&! 俄罗斯杨! 胡杨! 沙枣! 白柳! 榆树! 白蜡等"

%%%灌木树种' 锦鸡儿! 枸杞! 梭梭! 花棒! 柽柳! 沙拐枣等"

$

造林密度

造林密度要根据不同区域水分条件和树种特性# 以及经营水平和造林后林

木能够稳定生长来确定"

山地! 河谷水分条件较好的区域# 乔木造林密度每亩控制在 @# 株以内# 乔

灌混交林每亩控制在 &# 株以内"

山前坡地! 丘陵沟壑区营造灌木林# 灌木树种造林密度每亩控制在 '# 株

以内"

荒漠绿洲区农田林网要按照主! 副林带设计的要求# 一般行距 $5# 株距

!5( 绿洲边缘的防风基干林# 乔灌混交林每亩 '# D%## 株为宜( 绿洲外围及荒

漠区的防风固沙灌草林# 造林密度每亩控制在 &# 株以内"

%

树种配置

提倡采用不同树种搭配的混交方法造林# 营造混交! 复层! 异龄林# 包括

乔木与灌木混交# 灌木与草混交# 乔木与乔木混交# 灌木与灌木混交"

%%%山地! 河流谷地适宜针阔混交! 乔灌混交" 针阔混交时以块状混交进

行栽植# 乔灌木混交时以行间混交栽植"

%%%山前坡地! 丘陵沟壑及绿洲外围的荒漠区# 采用宽行距! 小株距的栽

植方式# 以不同灌木树种行间混交栽植为宜"

%%%农田防护林网! 基干林带# 采用乔木与半乔木和灌木混交# 林网采用

行间混交# 基干林及固沙林可根据树种特性和地貌# 采用块状混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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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方法

采用局部集雨整地" 荒山丘陵采用鱼鳞坑整地# 提前一年或雨季前整地(

平地! 沙土地采用穴状整地# 不提前整地# 随整地随造林"

'

造林季节及方法

%%%直播造林' 适用于山地! 沙地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区造林# 小粒种子$如

锦鸡儿&雨季播种# 大粒种子$如沙枣&秋季土壤结冻前播种"

%%%植苗造林' 适用于山地! 丘陵! 沙地! 绿洲防护林造林# 最好用容器

苗造林" 绿洲防护! 河流谷地等水分条件较好或能灌溉的地方# 可用裸根苗

造林"

三! 半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半干旱高原温带造林亚区包括藏南高原! 青藏高原东北部及祁连山脉! 川

滇干热河谷区三部分"

藏南高原雅鲁藏布江谷地受印度洋水汽影响显著# 年降水量为 $## D

"##55( 青藏高原东北部与祁连山脉南麓的高山盆地区虽处于东亚季风影响的

边缘# 但受青藏高原和自身地形的影响作用# 年降水量也能达到 $## D)##55(

干热河谷的分布由局部地形小气候决定# 零散分布于西南诸省的高山河谷区#

年降水量多大于 @##55" 前两者区域内的主要土壤类型有寒冻土! 草毡土! 栗

钙土! 寒钙土# 植被以高山灌丛! 温带草原! 高寒草甸为代表# 后者区域内的

土壤类型主要有紫色土! 红壤! 赤红壤! 砖红壤# 植被多以热带常绿灌木! 草

本为主" 本区涉及四川! 云南! 甘肃! 青海! 西藏等省$自治区&"

本亚区藏南及祁连山区# )三料*短缺# 农牧民上山大量砍伐灌木林# 挖树

根! 草根# 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风蚀! 水蚀! 冻融侵蚀严重#

草场退化! 土地沙化对农牧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威胁# 泥石流! 崩塌! 滑坡等地

质灾害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川滇干热河谷地区地势陡峻# 地形破碎# 水

土流失严重# 土壤瘠薄! 肥力差# 生态环境较脆弱! 植被恢复和生态建设难

度大"

!二"技术要求

%(林业生态建设重点以封山育林$草&为主# 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恢复林草植

被# 遏制土地沙化! 荒漠化扩展# 在适宜地区通过人工造林# 积极发展防风固

沙林和薪炭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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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江大河源头# 通过封育措施# 保护恢复草原植被和灌木# 增强保持

水土和涵养水源能力# 构筑江河源头生态屏障# 维护下游生态安全"

$(在柴达木盆地东部及共和盆地等风沙危害区# 以封沙育林$草&为主# 结

合人工造林种草等措施# 使土地沙化得到遏制#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藏南高原湖盆河谷区! 祁连山及湟水流域等# 封山育林与人工造林相结

合# 培育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 薪炭林# 森林质量明显提高# 乔灌草植被

面积和盖度不断增加# 森林生态功能得到增强#

)(西南干热河谷及青藏高原其他区域# 采取以人工造林为主# 造! 封! 管

结合的方式培育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 薪炭林和生态经济林"

@(本区适宜封山$沙&育林和人工造林# 不适宜飞播造林"

!三"技术要点

%(封育保护

$%&区域

主要是祁连山! 湟水流域! 藏南高原河谷! 柴达木盆地东部等# 人畜活动

频繁# 农林牧矛盾突出# 分布有天然林和人工林的地区# 以及由于破坏形成的

疏林! 疏灌地# 要采取保护培育措施# 禁止各种人为破坏# 并通过人工造林等

促进植被快速修复"

$!&对象

抚育保护对象主要是中山地带! 沟谷河滩! 荒漠区分布的天然林和人工林#

封山育林的主要对象是残次林! 疏林地! 散生灌丛和密度较低的灌木林地# 以

及出现退化趋势的林分和灌木林"

"

祁连山及湟水流域' 分布在浅山区! 林缘区及黄土丘陵和沟谷河滩地段

残次山杨! 桦树林( 分布在中山地带的云杉林$阴坡&! 小檗乔灌林$阳坡&( 分

布在高中山地带的高山柳! 金缕梅灌木林"

#

藏南高原盆湖河谷地区' 分布在东端及南端亚高山地带的云杉! 冷杉林(

亚高山山杨! 白桦林( 亚高山蔷薇! 子$6-0-)#&*0#%0&4/-%((&! 杜鹃$:"-5-5#)8

5%-) *('*((&! 香柏$;&9()& +()$((A&%(C(/*-)((&等落叶! 常绿灌木林( 河谷两侧丁

香! 蔷薇! 小檗等山地灌木林"

$

柴达木盆地东部' 绿洲周边荒漠区的梭梭! 柽柳! 盐爪爪! 猪毛菜! 白

刺! 驼绒黎! 沙拐枣! 红砂灌木林( 中山区的祁连圆柏! 青海云杉林( 高山区

的金露梅$,-0#)0(//& >%.0(1-*&&! 银露梅$,-0#)0(//& $/&9%&&! 高山柳等灌木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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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及目标

中高山针叶! 阔叶水源涵养林封育为乔木型# 封育期应在 %# 年以上# 并要

长期抚育管护#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为 B#C# 云杉等针叶林郁

闭度为 #(@"

浅山区! 林缘区及沟谷河滩地段残次落叶乔灌木林封育区# 封育类型为乔

灌型# 一般要封育 ) DB 年#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为 )#C# 乔灌

木林盖度为 "#C

山前坡麓! 沙砾质洪积扇! 沙区为灌草型# 封育期限一般 B D%# 年# 植被

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为 "#C# 灌木林盖度为 $#C"

$"&方法

包括一般封育$半封&和重点封育$全封&" 一般封山育林为人畜活动不频繁

的深山和偏远地区# 封山育林对象为出现退化趋势的灌木林或乔木林# 采取设

立标牌和专人看管# 不修筑围栏"

重点封山育林为人为干扰大! 水土流失及风沙危害严重的区域# 实施全封

措施# 固定专人看管# 同时在封育区周边人畜干扰区域设置刺网围栏障碍加以

保护# 防止牲畜进入和人为破坏"

$)&辅助措施

对已达到有林地标准的中幼龄林! 近熟林# 采取管护与抚育结合# 通过改

造! 更新提高森林质量( 对林缘和一些浅山区易遭人类活动干扰的疏林地和未

成林造林地# 采取人工造林$补植! 补播&或人工辅助下种! 萌蘖# 促进自然

恢复"

!(人工造林技术

$%&造林林种

本区域造林绿化林种主要为水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 防风固沙林! 薪炭

林和经济林"

"

山区营造以乔木树种为主# 乔灌结合的水源涵养林"

#

山前坡地! 丘陵! 干旱河谷营造以灌木树种为主# 灌草结合的水土保

持林"

$

风沙区及沙砾质洪积扇以灌木树种为主# 营造防风固沙林"

%

河谷区! 山脚下部相对较缓的坡地栽植薪炭林! 种植牧草# 满足农牧民

养畜饲料和燃料的需要"

海拔低! 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栽植经济林# 增加农牧民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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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树种

由于本区域海拔较高# 气候寒冷# 选择造林树种时除考虑抗旱性外# 还要

考虑耐寒性"

"

祁连山! 湟水流域及共和盆地风沙区

%%%生态林乔木树种' 青海云杉! 青扦$,(1#& C(/*-)((&! 祁连圆柏! 侧柏!

落叶松! 油松! 樟子松! 青杨! 河北杨! 新疆杨! 小叶杨! 青海杨 $,-+./.*

+%@#C&/*B((&! 桦树! 旱柳! 白榆! 国槐! 刺槐! 椿树! 沙枣"

%%%生态林灌木树种' 柠条! 锦鸡儿! 沙棘! 柽柳! 小檗! 金$银&露梅!

山生柳$;&/(2-%(0%#+"&&! 榆叶梅! 丁香! 黄刺玫! 连翘! 珍珠梅! 海棠"

%%%经济林树种' 核桃! 花椒! 桃! 山杏! 苹果! 梨! 山楂! 花椒! 树莓

$:.9.*1-%1"-%(>-/(.*&等"

#

藏南高原湖盆河谷滩地区

%%%生态林乔木树种' 藏川杨$,-+./.**@#1".&)(1& A&%(0(9#0(1&&! 新疆杨!

毛白杨! 长蕊柳$;&/(2/-)$(*0&'()&&! 班公柳! 左旋柳$;&/(2+&%&+/#*(& A&%(*.98

()0#$%&&! 旱柳! 垂柳! 白柳! 榆树! 大果圆柏$;&9()& 0(9#0(1&&! 祁连圆柏! 巨

柏$6.+%#**.*$($&)0#&&"

%%%生态林灌木树种' 沙棘! 砂生槐$;-+"-%& '--%1%->0(&)&&! 蔷薇! 小檗!

水柏枝! 乌柳! 子! 锦鸡儿"

%%%经济林树种' 枸杞! 核桃! 花椒! 山杏! 苹果! 梨"

$

川滇干热河谷区

%%%乔木树种' 阿根廷柳$ ;&/(2&%$#)0()#)*(*&! 火炬树! 岷江柏$6.+%#**.*

1"#)$(&)&&! 四季杨$,-+./.*6&)&5#)*(*&! 刺槐! 香椿! 臭椿! 巴旦杏! 毛白

杨! 辐射松$,().*%&5(&0&&! 榆树! 黄连木"

%%%灌木树种' 虎榛子! 黄栌! 扁桃! 沙棘! 柠条! 马鞍叶羊蹄甲$M&)"(8

'& >&9%(&! 白刺花! 刺旋花$6-)A-/A./.*0%&$&1&)0"-(5#*&! 小角柱花$6#%&0-*($'&

'().*&! 马桑$6-%(&%(& )#+&/#)*(*&! 木兰$H&$)-/(& /(/(>/-%&&"

$$&造林密度

由于本区域以畜牧业为支柱产业# 应以低密度造林# 给草本植物一定的生

存空间# 造林后形成乔! 灌! 草复合植被结构# 为牲畜生存提供饲料"

乔木树种造林# 大冠幅树种$杨树&每亩 "# 株左右# 小冠幅树种$圆柏&@#

株左右"

灌木树种造林# 一般灌木林造林密度上限为每亩 %## 株左右( 小冠幅灌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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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鸡儿&每亩 %!# 株左右"

经济树种造林# 核桃等大冠幅树种每亩 $# 株左右# 枸杞等小冠幅树种每亩

B# 株左右" 其他$如苹果&)# 株左右"

$"&树种配置

根据立地条件和造林树种的特性# 宜采用乔木与灌木$如青海云杉与沙棘和

小檗&! 乔木与乔木$如青海云杉与小叶杨&! 灌木与灌木$如柠条与沙蒿&的配

置方式"

带状混交适于初期生长较慢# 都为喜阳树种( 块状混交适于共生性差树种

之间配置( 行间混交适于乔木与灌木# 深根性与浅根性! 耐阴与喜阳树种之间

配置"

$)&整地方法

整地原则' 整地应采用集雨整地和局部整地# 保护原有植被"

整地方式' 地势平坦! 土层较薄地区宜采用穴状集雨整地# 山区! 丘陵坡

地采用鱼鳞坑整地# 或窄带! 宽带间距的水平沟集雨整地"

整地时间' 可产生径流! 能集雨的地区# 提前一个雨季或一年整地# 沙土

地整地与造林同步进行"

$@&造林方法及时间

"

直播造林

适用于降水条件较好的沙地和土壤条件较好的荒山坡地# 以灌木树种$柠

条! 梭梭! 沙拐枣! 白刺等&直播造林为好"

直播造林在雨季实施# 选在 ) 月上中旬到 @ 月上旬# 第一场透雨后或在降

雨集中分布期间抢墒播种" 沙土地采用条播# 山坡地采用穴播"

#

植苗造林

适宜于地表较稳定! 水分条件较好的丘间地! 城镇周边! 交通便利地段#

最好采用容器苗造林" 造林时间为春季造林和雨季造林为主# 海拔较高易发生

冻拔害的地区# 不适宜秋季造林"

四! 半干旱高原亚寒带造林亚区

!一"自然概况

本亚区位于青藏高原中部地区# 由羌塘高原南部和青海江河源区组成" 区

域海拔一般为 "### D)###5# 气候寒冷干旱# 降水受来自印度洋的水汽控制#

年降水量 $## D"##55" 本区涉及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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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类型西部主要有寒冻土! 草毡土! 寒钙土# 东部主要有高山灌丛草甸

土! 高山草甸土! 高山草原土! 山地荒漠土! 高山荒漠土! 高山寒漠土! 沼泽

土! 冰沼土等"

该区域地势高# 温差大# 植被以高寒草原! 草甸草原为代表# 西羌塘高原

南部海拔在 )###5左右的陡坡砾质地面分布有川西锦鸡儿灌丛( 东部青海境内

江河源区海拔 "### D")##5的区域# 分布有高寒灌丛# 主要种有金露梅! 山生

柳! 窄叶鲜卑花$ ;(9(%&#& &)$.*0&0&&! 绣线菊! 锦鸡儿! 头花杜鹃$:"-5-5#)8

5%-) 1&+(0&0.'&! 百里香杜鹃$:"-5-5#)5%-) 0"4'(>-/(.'&等# 多位于阴坡" 河谷

地区有寒温性针叶林# 呈片状分布于阴坡# 主要为川西云杉# 阳坡为圆柏纯林

疏林"

该区域湖泊众多# 水资源丰富# 长江! 黄河! 澜沧江发源于此# 是我国畜

牧业生产重要基地# 生态区位非常重要" 近年来部分草场退化! 沙化# 影响农

牧业可持续发展( 区内沙化土地分布较广# 且由东南向西北分布面积扩大! 程

度加重( 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有退化趋势# 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二"技术要求

%(保护现有植被# 人工促进自然修复" 对分布有乔木和灌木林分布区域实

施封禁保护措施# 防止放牧和樵采# 提高森林水源涵养林能力# 防止草原进一

步退化! 沙化"

!(风沙危害严重的牧场区# 以封禁保护! 封山育林育草为主要手段# 人工

辅助造林# 建立水土保持林和防风固沙林"

$(城镇居民点! 山地丘陵! 河流沿岸实施封育和人工造林相结合# 培育水

源涵养林! 水土保持林和薪炭林"

!三"技术要点

本亚区域海拔高# 气候寒冷# 生长期短# 大多地区不适宜人工造林# 只是

在河谷盆地极少数地区可实施人工造林" 故本地区绿化造林方式以封山! 封沙

育林育草为主# 保护好现有林草植被# 有条件的地方实施人工造林# 人工促进

自然恢复"

结合自然保护区! )天保*工程! )三北*防护林! 重点公益林等生态工程建

设# 实施封山育林# 恢复被破坏的植被# 提高植被盖度"

%(封育保护

$%&区域

适宜封育的区域主要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和居民点附近的牧场! 灌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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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疏林"

$!&对象

包括严重退化! 沙化草场# 一般植被盖度 ="#C的区域( 植被总盖度 =

)#C的低质! 低效灌木林地( 分布较均匀! 萌蘖能力较强# 盖度=$#C的灌丛(

以及分布于河谷地区的寒温性针叶疏林地"

$$&类型及主要树种

封育类型要根据立地条件! 树种构成# 以及母树! 幼苗幼树! 灌木株$丛&

数和育林措施等情况确定# 主要为灌木型和灌草型! 乔灌草型"

封育的灌木树种主要有金露梅! 山生柳! 窄叶鲜卑花! 绣线菊! 锦鸡儿!

头花杜鹃! 百里香杜鹃等" 乔木树种主要有川西云杉$,(1#& /(B(&)$#)*(*A&%-9&/8

>-.%(&)&&! 圆柏等"

$"&方法

根据封育区的生态重要程度! 立地条件! 森林植被! 牧业发展等情况# 封

山育林地块采取全封和半封 ! 种方式"

全封区坚决制止放牧! 砍柴# 特别是要制止刨树根! 挖草根的行为# 保护

和扩大水土保持林! 水源涵养林的面积"

半封区限制性进行放牧# 通过休牧! 轮牧! 限牧等措施# 恢复植被" 封育

区要发展太阳能! 风能替代能源# 减轻牧民对生物质能源的依赖"

$)&封育时间及目标

视植被恢复和成林情况而定" 一般 ) D%# 年# 植被基本恢复到稳定状态就

可以在不破坏的前提下适度利用" 退化! 沙化草场#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结构

的目标盖度为 B#C( 以乔木为主的封山$沙&育林# 封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

目标盖度为 )#C# 其中乔木林郁闭度为 #(! 以上( 以灌木为主的封山$沙&育

林# 育后植被达到稳定结构的目标盖度为 @#C# 其中灌木林盖度为 $#C以上"

$@&辅助措施

在封育区立地条件较好的阴坡! 半阴坡# 综合考虑立地条件$海拔! 坡向!

坡度等&和适生树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 选用适宜当地生长的树种进行补植

补播"

!(人工造林

$%&造林林种

结合封山育林# 在水热条件较好的低海拔区域营造人工林" 在居民点较近

的宜林地营造薪炭林# 河谷地区营造水土保持林# 沙化! 退化草场营造防风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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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林等"

$!&造林树种

"

乔木树种' 藏川杨! 新疆杨! 毛白杨! 长蕊柳! 左旋柳! 旱柳! 垂柳!

白柳! 榆树"

#

灌木树种' 江孜沙棘$3(++-+"&#%"&')-(5#**.9*+($4&)0*#)*(*&! 砂生槐!

蔷薇! 水柏枝! 锦鸡儿"

$$&造林密度

"

乔木林' 造林密度上限为每亩 @# 株"

#

灌木林' 江孜沙棘! 砂生槐! 蔷薇等造林密度上限为每亩 '# 株# 水柏

枝! 锦鸡儿造林密度上限为每亩 %%# 株"

$"&整地方法

"

整地时间' 非沙土地可提前一年或雨季前整地" 沙土地不可提前整地#

要随整地随造林"

#

整地方式' 有坡度# 可产生径流的地区# 实施集雨整地# 可采用水平沟!

鱼鳞坑整地# 带间距 "5# 采用宽行距! 小株距造林"

$)&造林方法及季节

"

直播造林' 在条件较差# 坡度较大# 易引起水土流失的地方实施直播造

林# 主要是柠条等灌木树种造林# 一般在雨季造林"

#

植苗造林' 在具备植苗造林条件的地方# 结合封育补植封育目的树种"

一般在春季造林# 雨季造林要用容器苗造林"

本区域易发生冻拔害# 不宜秋季造林"

$@&树种配置

土壤! 水分条件较好的河川地区# 乔灌草混交造林# 可根据树种特性和立

地条件块状! 团状混交"

半干旱造林区是我国旱区造林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 除四大沙地外# 其他

可造林的宜林荒山荒地空间已不多# 今后造林绿化的重点地区是四大沙地的治

沙造林" 半干旱区造林# 只要采用适宜的造林树种! 合理的造林密度! 科学的

造林方法# 绝大部分地区在无灌溉条件下都能造林成功# 且造林后只要加强管

护和抚育管理# 在雨养条件下都可成林"

半干旱造林区实施无灌溉造林# 一定要采取集雨抗旱整地! 蓄水保墒措施#

由于降水年际间! 季节间变化大# 造林要避开干旱年份和干旱季节# 在丰水年

和丰水季节造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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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种选择和配置上# 以本地耐旱的乔木! 半乔木为主# 乔灌结合# 营造

混交林为主# 立地条件较差的困难地$石质山阳坡! 流动沙地&造林# 以灌木为

主# 灌草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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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旱区造林类型区划结果

类型区

$$&

类型亚区

$%%&

类型小区

$%!)&

所属省$自治

区! 直辖市&

代码

极干旱

造林区

$

*

&

极干旱暖温

带造林亚区

$6&

极干旱中温

带造林亚区

$K&

极干旱高原

温带造林亚

区$J&

极干旱暖温带疏勒河下游荒漠造林小区 甘肃
*

F6F%

极干旱暖温带河西走廊北山造林小区 甘肃
*

F6F!

极干旱暖温带吐哈盆地造林小区 新疆
*

F6F$

极干旱暖温带塔里木盆地南部沙漠绿洲造林小区 新疆
*

F6F"

极干旱中温带阿拉善高原西部荒漠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极干旱中温带弱水流域额济纳绿洲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极干旱中温带黑河下游荒漠造林小区 甘肃
*

FK F$

极干旱中温带河西走廊北山造林小区 甘肃
*

FK F"

极干旱中温带东疆淖毛湖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极干旱高原温带阿克塞西部荒漠造林小区 甘肃
*

FJF%

极干旱高原温带柴达木盆地西北风沙造林小区 青海
*

FJF!

极干旱高原温带昆仑山阿尔金山造林小区 新疆
*

FJF$

干旱

造林区

$

+

&

干旱暖温带

造 林 亚 区

$6&

干旱中温带

造 林 亚 区

$K&

干旱暖温带塔里木盆地沙漠绿洲造林小区 新疆
+

F6F%

干旱暖温带天山南坡山地丘陵造林小区 新疆
+

F6F!

干旱中温带乌兰察布高平原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干旱中温带内蒙古河套平原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干旱中温带阴山西段山地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干旱中温带鄂尔多斯高原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干旱中温带乌兰布和沙漠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干旱中温带贺兰山西麓山地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干旱中温带阿拉善高原东部荒漠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B

干旱中温带额济纳西部荒漠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干旱中温带河西走廊绿洲造林小区 甘肃
+

FK F&

)(



附表? 旱区造林类型区划结果

$续&

类型区

$$&

类型亚区

$%%&

类型小区

$%!)&

所属省$自治

区! 直辖市&

代码

干旱

造林区

$

+

&

干旱中温带

造 林 亚 区

$K&

干旱高原温

带造林亚区

$J&

干旱高原亚

寒带造林亚

区$L&

干旱中温带敦煌绿洲造林小区 甘肃
+

FK F%#

干旱中温带河西走廊北部荒漠造林小区 甘肃
+

FK F%%

干旱中温带宁夏河套平原造林小区 宁夏
+

FK F%!

干旱中温带宁夏贺兰山山地造林小区 宁夏
+

FK F%$

干旱中温带宁夏腾格里沙漠南缘造林小区 宁夏
+

FK F%"

干旱中温带宁夏毛乌素沙地造林小区 宁夏
+

FK F%)

干旱中温带哈密盆地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干旱中温带阿尔泰山山地丘陵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B

干旱中温带准噶尔东缘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干旱中温带准噶尔盆地中心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干旱中温带准噶尔盆地西缘山地丘陵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干旱高原温带狮泉河班公错造林小区 西藏
+

FJF%

干旱高原温带象泉河孔雀河造林小区 西藏
+

FJF!

干旱高原温带雅鲁藏布江上游造林小区 西藏
+

FJF$

干旱高原温带甘肃祁连山西段荒漠造林小区 甘肃
+

FJF"

干旱高原温带柴达木盆地中部风沙造林小区 青海
+

FJF)

干旱高原温带昆仑山西段造林小区 新疆
+

FJF@

干旱高原亚寒带北羌塘造林小区 西藏
+

FL F%

干旱高原亚寒带藏北昆仑高山造林小区 西藏
+

FL F!

干旱高原亚寒带南羌塘大湖造林小区 西藏
+

FL F$

干旱高原亚寒带青海昆仑山造林小区 青海
+

FL F"

干旱高原亚寒带昆仑山南麓高平原造林小区 新疆
+

FL F)

干旱高原亚寒库木库里盆地造林小区 新疆
+

FL F@

半干旱

造林类

型区

$

,

&

半干旱暖温

带造林亚区

$6&

半干旱暖温带京西北平原造林小区 北京
,

F6F%

半干旱暖温带京西北山地造林小区 北京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天津滨海平原造林小区 天津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冀东滨海平原造林小区 河北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冀北山地造林小区 河北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冀西北黄土沟壑造林小区 河北
,

F6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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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型区

$$&

类型亚区

$%%&

类型小区

$%!)&

所属省$自治

区! 直辖市&

代码

半干旱

造林类

型区

$

,

&

半干旱暖温

带造林亚区

$6&

半干旱中温

带造林亚区

$K&

半干旱暖温带冀西山地造林小区 河北
,

F6FB

半干旱暖温带冀中南低平原造林小区 河北
,

F6F'

半干旱暖温带晋南盆地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晋西黄土丘陵沟壑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吕梁山南部山地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太行山北段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乡吉黄土沟壑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忻太盆地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中条山土石山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晋东土石山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吕梁山东侧黄土丘陵造林小区 山西
,

F6F%B

半干旱暖温带管涔山关帝山山地造林小区 山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鲁北滨海盐碱土造林小区 山东
,

F6F%&

半干旱暖温带鲁北平原造林小区 山东
,

F6F!#

半干旱暖温带鲁中低山丘陵造林小区 山东
,

F6F!%

半干旱暖温带豫北平原造林小区 河南
,

F6F!!

半干旱暖温带豫北太行山造林小区 河南
,

F6F!$

半干旱暖温带渭北黄土高原沟壑造林小区 陕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陕北黄土丘陵沟壑造林小区 陕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渭河平原造林小区 陕西
,

F6F!@

半干旱暖温带陇东黄土丘陵沟壑造林小区 甘肃
,

F6F!B

半干旱暖温带陇中黄土丘陵沟壑造林小区 甘肃
,

F6F!'

半干旱暖温带青海黄河谷地造林小区 青海
,

F6F!&

半干旱暖温带盐同海山间丘陵平原造林小区 宁夏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宁南黄土丘陵沟壑造林小区 宁夏
,

F6F$%

半干旱暖温带六盘山土石山地造林小区 宁夏
,

F6F$!

半干旱中温带冀北山地造林小区 河北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冀西北黄土沟壑造林小区 河北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冀北坝上高原造林小区 河北
,

FK F$

!(



附表? 旱区造林类型区划结果

$续&

类型区

$$&

类型亚区

$%%&

类型小区

$%!)&

所属省$自治

区! 直辖市&

代码

半干旱

造林类

型区

$

,

&

半干旱中温

带造林亚区

$K&

半干旱中温带晋北盆地丘陵造林小区 山西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大兴安岭东南部低山丘陵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大兴安岭南部山地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阴山东段山地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B

半干旱中温带呼伦贝尔高平原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黄河上中游黄土丘陵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浑善达克沙地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科尔沁沙地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内蒙古毛乌素沙地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土默特平原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锡林郭勒高平原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阴山北麓丘陵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燕山北麓山地黄土丘陵造林小区 内蒙古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辽西北沙地造林小区 辽宁
,

FK F%B

半干旱中温带辽西北低山造林小区 辽宁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辽西北丘陵造林小区 辽宁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松辽风沙土造林小区 吉林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松辽栗钙土造林小区 吉林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松辽盐碱土造林小区 吉林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洮南半山造林小区 吉林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松嫩平原风沙造林小区 黑龙江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松嫩平原盐碱土造林小区 黑龙江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陕北毛乌素沙地造林小区 陕西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宁夏毛乌素沙地造林小区 宁夏
,

FK F!B

半干旱中温带阿尔泰山地丘陵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塔城盆地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准噶尔盆地西缘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西天山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半干旱中温带中天山造林小区 新疆
,

FK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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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型区

$$&

类型亚区

$%%&

类型小区

$%!)&

所属省$自治

区! 直辖市&

代码

半干旱

造林类

型区

$

,

&

半干旱高原

温带造林亚

区$J&

半干旱高原

亚寒带造林

亚区$L&

半干旱高原温带横断山川滇干旱河谷造林小区 四川! 云南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藏南高原湖盆造林小区 西藏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雅鲁藏布江上游造林小区 西藏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雅鲁藏布江中游造林小区 西藏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祁连山南坡造林小区 甘肃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柴达木盆地东部风沙造林小区 青海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共和盆地风沙造林小区 青海
,

FJFB

半干旱高原温带黄河流域造林小区 青海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湟水流域造林小区 青海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造林小区 青海
,

FJF%#

半干旱高原温带青海湖周边造林小区 青海
,

FJF%%

半干旱高原亚寒带北羌塘造林小区 西藏
,

FL F%

半干旱高原亚寒带南羌塘大湖造林小区 西藏
,

FL F!

半干旱高原亚寒带雅鲁藏布江中游造林小区 西藏
,

FL F$

半干旱高原亚寒带青海江河源造林小区 青海
,

FL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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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旱区造林类型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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