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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盐碱地区引种大叶女贞试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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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市林草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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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绿化工程事业的大力开展,构建绿色城市,营造环保城市空间,是当今社会发展
的重要任务。环境部门应该积极履行和响应国家号召,构建绿色环保城市,林业部门应该加强先进栽培
技术研究,大叶女贞作为十分常见的城市绿化树木,也是我国北方地区适宜推广和种植的重要的树木
种类之一。本文介绍北方盐碱地区引种大叶女贞试验相关内容,经试验结果表明,应用科学合理的大叶
女贞栽培技术,可以将原产长江流域的大叶女贞树木在北方盐碱地区栽培和种植,并能够健康生长,原
因是大叶女贞具有很强的抗旱能力,同时环保效果十分优良,具有吸尘和抗烟尘的作用,在北方城市道
路和公园景观营造中,可以作为主要的树种进行推广。大叶女贞病虫害发生几率相对较少,种植前景与
应用价值相对很高。
[关键词] 北方；盐碱地区；大叶女贞；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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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roduction of Ligustrum lucidum in northern saline-alkali areas
Juan Liu
forestry and grass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in Shenmu city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greening engineering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oday's social development to build a green city and create an environment-friendly urban space. The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 should actively fulfill and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call to build a green city. The
forestry depart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advanc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Ligustrum lucidum,
as a very common urban greening tree,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tree species suitable for promotion and
planting in northern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experiment of introducing
Ligustrum lucidum in northern saline alkali area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Ligustrum lucidum cultivation technology can cultivate and plant Ligustrum
lucidum trees originating from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northern saline alkali areas, and can grow
healthily. The reason is that Ligustrum lucidum has strong drought resistance and excell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ect, It has the functions of dust absorption and anti dust. It can be popularized as a main tree
species in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urban roads and parks in the north. The occurrence rate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of Ligustrum lucidum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planting prospect and application value are
relatively high.
[Key words] North; Saline-alkali area; Ligustrum lucidu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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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引进的树种多以失败而告终。基
于此,在北方盐碱地区引种大叶女贞试
[3]
验 ,并最终发现,大叶女贞在北方地区

具有一定的种植与发展潜力。

1 大叶女贞在北方地区引种的
优势与劣势

栽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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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方引种大叶女贞不同处理方法的种植效果数据对
主体试验区
对比试验区
死亡量 存活量 存活率
栽植量
死亡量 存活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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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
46
37
9

46+2（ 补栽）
13（补栽）
0

1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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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94.5
99.6
0

46+37（补栽）
67（补栽）
59

67
59
38

25
33
54

存活率
19.5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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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该人行道的宽度为3m,按照间距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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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浅谈兴安盟气象台站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在装备保障中
使用和运行
徐庆涛

黄辛

兴安盟气象局
DOI:10.12238/eep.v4i3.1367
[摘 要] 通过开展内蒙古气象局质量管理体系对气象装备储备供应的影响和作用意义进行研究,分析
在质量体系对气象装备储备供应方面造成的影响,并找出不足提出建议,完善质量体系相关内容以提高
工作效率。
[关键词] 气象保障；质量体系；气象装备
中图分类号：V555+.2 文献标识码：A

The application and operation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Xingan League
meteorological station in equipment support
Qingtao Xu, Xin Huang
Xing'an League Meteorological Bureau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Inner Mongolia
Meteorological Bureau on the reserve and supply of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quality system on the reserve and supply of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finds out the deficiencies,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improves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the quality system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Key words] meteorological support; Quality system;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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