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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长廊工程建设作为铜陵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抓手,持续扎实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文以义安区建设沿
江高速段(钟鸣镇—天门镇)省级森林长廊示范段工程为例,提出省级森林长廊示范段建设概括性要求及运作模式,为待建森林
长廊工程提供借鉴方案。
[关键词] 森林长廊；建设；模式
2012 年以来,义安区以“千万亩森林增长行动和创建国

3.3 因地制宜原则。依照每个绿化单元的立地条件、功

家森林城市”为契机,依托“铜都、凤丹文化”,运用营造生

能要求和周围环境状况,采取多种绿化手段,协调、弥补及美

态景观林带、园林美化等绿化手段对高速公路两侧地段的绿

化道路建设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不利影响,使高速公路与周

化进行充实、提高、重塑,推动道路与周边环境协调发展,

边环境融合,提升公路沿线生态景观质量。

构建城市森林生态体系,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彰显“丹桐故

4 工程建设内容

里、森林铜都”风貌。

4.1 提升完善林带。本着“多树种、长距离、不断带”,

1 林带设计理念

“可操作、重实效、快成景”的原则,因地制宜,分段配置,

秉承“让森林伴路、让通道成景”的设计理念,沿着“城

分类实施,使整个林带呈现简洁、流畅、震撼的效果；对现

乡一体,林园交融,点、线、面、带、网、片合理布局,绿化、

有林分,根据林分保存情况进行提升完善,宽度不足 50m 路

彩化、香化”的思路,围绕“中轴”(沿江高速铜陵段 35.1km)、

段扩展林带至 50m,林带外围开设排水沟。

“两翼”(高速公路两侧 50m 林带)、
“关节”(2 个公路互通

4.2 扮靓节点绿化。按照“高品位配置、大密度补植、

立交区和 2 个服务区)、
“多点”(沿江高速两侧 50m 范围内

立体化恢复”的要求,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和互通式立交周围,

的村庄、房舍、工厂等星状分布要素绿化)的总体格局,按照

选择彩叶小乔木、灌木、地被植物,进行补植补造,丰富节点

“适地适树、乔灌草相拥、常绿与落叶混交”模式,塑造出

绿化景观。

春花浪漫、庇荫护夏、红叶迎秋、绿意透冬的森林意境。
2 建设总体要求

5 植物选择与配置
5.1 基本原则。(1)生态效益原则公路两侧多栽乔木,配

打破城乡分割的界限,全面提升义安区沿江高速公路绿

置灌木,忌栽草本花卉,不铺草坪；景观节点采用乔灌草或乔

化水平,打造一个绿色景观为主,彩叶为辅,兼有农林产业功

灌花的相嵌方式,分割竖向空间,创造植物群落美、层次美、

能,点线网片结合、美化净化一体,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

季相美,达到降温遮阴、滞尘减噪、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

益有机结合的森林景观长廊,实现“林在城中,路在林中,城

作用。(2)以人为本原则考虑行车速度和视觉特点,将路线作

乡一体,自然和谐”的目标。

为视觉线形设计的对象。道路景观节点绿化带小乔木以群落

省级森林长廊示范段以乔木林带建设为主,提倡乡土树

式种植,点、线、面相间配置,做到空间上多层次种植,平面

种用于林带建设；采用乔木与灌木、针叶与阔叶、观花与观

上简洁有序,线条流畅。(3)乡土特色原则以乡土树种为主,

叶、观果相结合,沿公路阶梯式由内向外(林带内侧结合林苗

珍贵、特色树种配置为辅。公路林带合理穿插常绿、彩叶、

两用林进行构建,林带外侧一至三行栽植米径 10-12cm 以上

有花果树种；护坡使用有花、彩叶灌木；过境集居地多使用

绿化大苗),从低到高,形成立体绿化景观,达到四季有花、色

常绿树种、花卉等。(4)安全性原则 道路植物景观的营造不

相多变、景色宜人的动观效果。

得妨碍交通、建筑及管线设施的安全运行,不遮挡交通标志

3 工程建设原则

和行车视线；行道树定干高度应符合规范,衬托建筑,但不得

3.1 工程叠加原则。坚持把营造森林生态长廊与实施“千

妨碍建筑的功能,与地上地下管线保持安全间距。

万亩森林增长行动”、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建设美丽乡
村”相结合 ,凸显青山绿水生态功能。

5.2 乔木选择。一是选择株形整齐、色相变化大、叶、
花、果观赏价值高的树种；二是选用生命力强,病虫害少,

3.2 适地适树原则。根据不同的地域环境及植物的生物

管护成本低,枝叶、花果无不良气味的树种；三是选择发芽

学和生态学特性,适地适树选择树种,特别重视应用适应能力

早、落叶晚,适合本地区正常生长的树种；四是选择生物学

强、景观效果好、有一定经济效益的乡土树种及经过当地长

稳定,繁殖容易,移植后易于成活和恢复生长的乡土树种；五

期驯育的优良树种。

是选择有一定防噪、耐污染、抗烟尘能力强的树种。

6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9 年 5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5.3 灌木选择。一是选择株型完美,枝叶丰满、花期长,

20-30cm。(3)根据立地条件、树种特性合理确定栽植密度,

花多而显露的树种；二是选择叶色彩化,耐修剪,在一定年限

以林分能适时郁闭、幼树生长良好为标准。栽植时,深度比

内人工修剪可控树形的树种；三是选择繁殖容易、易于管理,

苗木地径原土印深 2-5cm,先填表土,后填心土,分层覆土,层

耐灰尘和路面辐射的树种。

层踏实,浇足定根水,穴面覆 5-10cm 层虚土。

5.4 地被选择。以地被植物为主,草坪为辅,增强效果,

7.3 抚育管理。(1)幼林抚育的方法采取全面、带状和

降低管护费用。一般露地花卉以宿根花卉为主,与乔灌草巧

块状。幼林抚育从当年造林(抚育时间：第一次 5 月上旬至

妙结合。

6 月上旬,第二次 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起至林分郁闭止,重

6 林带建造模式(推荐)

点做好中耕除草,施肥补水。(2)造林后落实人员管护,防止

6.1 绿化模式Ⅰ。(1)立地条件：丘陵山地(旱地)。(2)

人畜破坏。造林成活率达不到 85%的路段要及时进行补植补

混交模式：带状、行间或块状混交。(3)混交树种：北美枫

造。(3)本着“预防为主、科学防治”的原则,做好林木病虫

香、金叶国槐、金叶银杏、金枝国槐、金叶白蜡、金叶栾树、

害防治工作,保证林木正常生长 。(4)以“安全、优美、合理”

香樟、广玉兰、巨紫荆、黄山栾、青桐、鸡爪槭、羽毛枫、

为原则,根据不同树种的生长特性,采用截干、修枝、整形进

马褂木、朴树、白榆、榉树、五角枫、喜树、无球悬铃木、

行矮化美化,避免树木倒伏或树冠折损影响道路行车视距。

红枫、紫叶李、柿、枇杷等与红叶石楠、金森女贞、南天竹、

8 工程建设模式

紫薇、樱花、桂花、蜡梅、茶花、茶梅、海棠、罗汉松、梅

按照“统一规划、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造公助、社

花、碧桃、栀子花、月季、百合、波斯菊、葱兰、鸢尾等混
交(或结合)。(4)苗木规格：乔木米径 12cm 以上,树高 3.5m
以上,枝下高 2.5m 以上；灌木为二年生苗。(5)株行距：乔
木：5x6m；花灌木：1.5x2m 或 2x2m。
6.2 绿化模式Ⅱ。(1)立地条件：水田(地下水位高)。

会造林”的原则,进行林带建设。
8.1 路段途经企业、单位门前的,由本企业、单位按照
省级森林长廊示范段建设标规划及标准自行绿化。
8.2 路段途经村庄、社区的,结合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和
美丽乡村建设进行绿化提升。

(2)混交模式：带状或块状混交。(3)混交树种：金丝垂柳、

8.3 路段途经耕地的,按以下方式进行：(1)林地流转：

红叶腺柳、垂柳、池杉、中山杉、金叶水杉、蓝果树等。(4)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省级森林长廊示范段建设所需土地的流

苗木规格：米径 10cm 以上,苗高 3.0m 以上,枝下高 2.5m 以

转工作。(2)租地费用：由公司(法人)承担,前 5 年,市、区

上。(5)株行距：4x4m。

人民政府按 600 元/亩给予项目资金补助,自第 6 年起,公司

7 林带建设要求

(法人)承担全额租地费用。(3)造林费用：由公司(法人)全

7.1 苗木标准。(1)严格进行苗木分级,全部选用一级苗

部承担。

木造林绿化,提倡采用绿化大苗,禁止大树移植。(2)苗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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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至 4 月上旬较佳(树种按先落叶后常绿)。(2)整地方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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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采用全面、带状、块状等。整地应在造林前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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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研究方向：彩化苗木繁殖栽培、古树名木保护,就职

和 深 度 不 少 于 60cm, 灌 木 树 种 栽 植 穴 径 30-40cm,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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