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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99年以来,延庆区对平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绿化面积逐年扩大。由于经营管理跟不
上,极大的影响了平原生态林的林分结构、景观效果和生态效益。本文针对我区平原生态林现状以及存
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平原生态林的经营管理措施及对策,使平原生态林能够健康、
持续的发展,进而打造出生态、自然、景观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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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是西北

1999年以后的荒滩绿化、妫河生态走廊、

1.3林木现状

进京的主要门户,也是北京重要生态涵

万亩森林公园建设、五河十路、环村片

造林地的立地条件差、初植造林密

养发展区之一。延庆平原生态林的发展

林、百万亩平原造林的工程组成。平原

度过大,造成林木生长慢、长势弱、导致

直接影响到平原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

地区生态林总面积为13975公顷,现管护

树木成片死亡,致使部分地块林木没有

森林景观效应、城市的发展以及人们的

总面积为9752公顷,占全区平原生态林

达到郁闭。

生活质量,因此对平原生态林的经营管

面积的69.7%,涉及12个乡镇,235个行政

理极为重要。

村。生态林的主要立地类型：耕地、荒

2 延庆区平原生态林存在的
问题

1 延庆区平原生态林现状

地、沙石滩地；造林树种：油松、樟子

1.1自然环境

松、云杉、白皮松、侧柏、北京杨、速

平原生态林多为干旱地,部分林地土

延庆平原地区海拔在480-595米,年

生杨、新疆杨、旱柳、绦柳、速生柳、

壤瘠薄,肥力差；部分沙石滩地造林时土

平均降雨量不足400毫米,年均气温8.7℃,

白榆、金叶榆、国槐、刺槐、五角枫、

壤改良不到位,使得林木不能正常生长。

无霜期180-200天,林地多为干旱的黄土

栾树、白腊、蒙古栎、白桦、山桃、山

2.2经营管理粗放

地,沙石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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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地区造林后长期未进行经营管

2.1立地条件差

1.2林地现状

香、柽柳、丁香、连翘、金银木、黄栌、

理或管理粗放,林地内杂草丛生,树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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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了林木生长,造成林分质量下降。
2.3树种及规格选择不合理

3.1.1适宜延庆平原地区的乡土树
种及地被植物

处理,并选择耐干旱深根性树种、植被进
行更新造林,如：油松、侧柏、樟子松、

平原地区造林时有些地块没有做到

采集油松、侧柏、北京杨、五角枫、

适地适树,(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的气

栾树、旱柳、绦柳、小叶白蜡、蒙古栎、

蒙古栎、臭椿、山桃、山杏、丁香、山

候、立地条件、抗性差)苗木规格过大造

槲栎、白桦、脱皮榆、核桃楸、流苏树、

丁子、杜梨、文冠果、白皮松、黄栌、

成缓苗期长,使得树木不能正常生长。

椴树、小叶杨、臭椿,国槐等乔木树种；

山楂、沙地柏、马兰、黄芩、紫花地丁

2.4造林方式单一

山桃、山杏、山丁子、杜梨、蒿柳、暴

等。③对于半干旱、河流滩地、地下水

小叶杨、新疆杨、榆树、栾树、五角枫、

平原地区部分造林地单纯的栽植大

马丁香、柽柳、桑树等亚乔木树种；丁

位高的肥厚地,应选择耐水性好、耐盐

苗,或栽植干苗,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发

香、胡枝子、连翘、金银木、黄栌等灌

碱、喜湿的树种植被,如：旱柳、绦柳、

育,违背了树木生物学特性与生长发育

木树种；野牛草、黄芩、野百合(山丹丹)、

柽柳、五角枫、丁香、核桃楸、金银木、

规律。

马兰、紫花地丁、蒲公英等草本植物。

萱草、鸢尾等。

2.5树种配置不科学
纯林多,以往平原地区造林方式简
单,树种单一,致使林层结构多为单层、

3.1.2经过引种驯化后可用于造林
的树种

(3)改变造林方式与苗木规格的选
择。造林方式与苗木规格的选择直接影

乔木树种：樟子松、白皮松、新疆

响到苗木的成活生长发育状况,如果选

同龄；乔灌草结合的混交林少；造成林

杨、栓皮栎等；灌木树种：文冠果、沙

择不当会造成林木过早衰退死亡,从而

地生物多样性差,林分结构不稳定,森

地柏、红栌、碧桃、榆叶梅、紫叶李等；

影响森林生态效益的发挥和稳定。因此

林自身防护效能差,不利于森林可持续

草本植物：玉簪、萱草、鸢尾、金鸡菊、

造林方式、苗木规格与立地条件要相适

发展。

波斯菊、五彩石竹、黑麦草等。

应。造林方式有：植苗造林,播种造林、

3.2林地整理、改善土壤

扦插造林；苗木规格有：阔叶大苗(Φ5cm

3 延庆区平原生态林经营管理
的措施与对策

林木的健康生长发育需要良好的

以上),针叶大苗(H1m-1.5m)；阔叶小

平原生态林经营管理要以科学技术

立地条件。因此,造林地内干旱的黄土

苗 ( Φ 2-3cm 和 D0.8-1.2cm) 针 叶 小 苗

为支撑,创新森林经营为理念。延庆平原

地需要进行松土施肥,增加腐殖层、浇

(H0.3-0.8m)。①适宜大苗造林与植苗造

生态系统包括森林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

水等措施；改善林地内的沙石滩地需要

林的树种：油松、侧柏、樟子松、白皮

系统两大类,两者是有机结合体,并相互

进行客土、施肥、增加土壤有机质、浇

松、杨柳类、花灌木等；②适宜扦插造

依存,相互统一。平原生态林体系应包含

水、蓄水保墒；季节性积水的林地需要

林的：小叶杨、小美旱杨、柳树、北京

森林、林地、湿地水系中所有的乔木、

进 行 排 涝或更新种植耐水植物,如绦

杨等；③适宜播种造林的：榆树、栎类、

灌木、草本、动物、微生物、地下环境

柳、芦苇等。

核桃楸、臭椿、山杏、山桃等。

在内的有机整体,促进它们相互依存健
康生长,形成整个体系的良性循环,使其

3.3林中空地残次林,林木枯死后的
更新改造

3.3.2林中小片状林木死亡造成林
中天窗空地的更新改造

成为一个自然、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利用

3.3.1林中空地与残次林的改造

的森林生态系统。

林中空地与残次林形成的原因是：

阴或耐旱的适宜树种进行小苗或播种造

平原生态林经营管理的目的是培育

此类情况应改造林分结构,选择耐

造林树种选择不当,未遵循适地适树的

林进行更新改造。小苗树种：油松、白

稳定、健康、森林结构合理、生物多样、

原则,使树木生长不良。造林方式选择不

皮松、五角枫与丁香等；播种树种：栎

景观壮美的森林生态系统。

当,致使林中树木枯死、生长不良。基于

类、榆树、核桃楸、山桃、山杏与金银

以上原因,应采取的措施为：

木等。

平原生态林经营管理包括育苗、林
地整理、改善林层结构、填补林中空地、

(1)树种选择。在林中空地或残次林

3.4林地、林木抚育管理

残次林更新改造、林地、林木抚育和生

地块中选择适地适树的乡土树种或经过

林地、林木的抚育管理是平原生态

态林多样性、森林保护等。依据延庆区

当地培育驯化过的乡土树种作为造林主

林经营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造

平原生态林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森林

要树种。

林是三分造林七分管护,抚育管理可直

经营理念提出以下经营措施与对策：
3.1乡土树种种子采集、苗木培育与
引进树种的培育驯化

(2)改善立地条件。①对土壤瘠薄的

接影响到森林的生态环境、森林的稳定

沙石滩进行深度客土、施肥、保墒蓄水,

性、森林的结构,能促进森林生态功能

并选择耐干旱的阳性树种、植被进行更

的有效发挥；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森林结

种子采集、苗木培育是森林经营中

新造林,如：侧柏、樟子松、小叶杨、栾

构；能提供生物多样、林木生长良好的

的重要环节,它为更新造林地、苗木补植

树、榆树、丁香、山杏、山桃、黄栌、

生态环境。采取的林地、林木抚育管理

提供良种和优质苗木。乡土树种的利用

沙地柏等。②对干旱土层厚的地下水位

措施有：

是林木健康生长、森林持续发展的前提。

低的黄土地,进行增加腐殖质保墒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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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影响林木生长的杂草灌木和
缠绕树木的藤本植物或爬蔓植物,但是

物多样性的培育与森林结构的改善尤

物,达到乔灌草相结合的效果。②修建林

为重要。

中步道,凉亭,垃圾箱。③修建动物栖息

对动物栖憩场所围绕的杂草灌木不要

3.5.1森林结构的改善

场所。④提高景观林的管护水平。⑤建

清理。

延庆区平原生态林多为树种组成简

设森林保护警示牌。

3.4.2粉碎还林

单、单层同龄林较多、植被种类少,因此

4 小结

林地、林木枯枝死树要及时清理并

需要通过人工更新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平原生态林经营的目的是培育稳

粉碎还林,铺撒在林地或树坑内,增加林

从而使其成为森林结构复杂、多层、异

定、健康、生物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

地有机质改良土壤。

龄、植被种类丰富、乔灌草相结合的森

平原生态林的经营管理过程包括抚育、

林体系。

改造、提高森林质量保护、利用等多个

3.4.3修树盘、松土、浇水、施肥
在干旱的季节对因缺少水分影响树

3.5.2生物多样性的培育

环节。林地类型与相应的经营管理措施

延庆平原生态林多数林分达不到生

要内容丰富,需要细致调查规划设计与

物多样性,森林生态系统不完整,因此对

实施。通过科学的经营管理,使我区平原

3.4.4修枝整形

于培育森林生物的多样性采取以下措

生态林达到景观优美、生态环境良好、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木生长以及新补植的苗木进行修树盘、
施肥、浇水等措施,确保林木健康生长。
修枝要剪除枯死枝、病虫枝、消耗

施：①多利用乡土树种、草本植物；尤

树木营养的弱枝等无用树条来促进树木

其地被种植要种植多年生植物。②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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