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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两种典型落叶经济林生态恢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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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解决浙江省低山丘陵区经济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针对浙江省种植面积较

大的山核桃林和板栗林进行多年的野外试验研究和社会调查，总结提出适合 2 种落叶经济林近自然的生态恢复典
型范式，以期为南方红壤丘陵区经济林生态恢复与重建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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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ies of Two Typical Deciduous Economic
Forest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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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economic forests in low mountains and
hills of Zhejiang Province，this study conducted years of field 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survey on hickory and Chinese
chestnut forests with large planting areas in the province. Close - to - natur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odels were proposed for
the two types of forests，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forests in
south China red soil hilly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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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候区，适宜森林生长。根据 2015 年浙江省森林资源及其生

森林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是地球上人类最

态功能价值公告：全省森林覆盖率为 59.50%，位居全国前

重要的资源之一。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我国森
林资源总体表现为森林面积持续增加、林地质量逐步提升、
生态功能不断增强的良好发展趋势 [1]。然而，与全球平均
覆盖率 31.00% 的水平相比，我国森林覆盖率 21.60% 仍然
较低，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只有世界人均的 1/4[2]。总体上，
我国森林资源总量还应持续增加，森林质量应进一步提高，
森林资源分布不均及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仍然突出 [3]。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

列。在组成上，乔木林林地面积比例占 64.77%，经济林占
13.15%。但在活立木蓄积量上，经济林只占 4.79%。这表明
经济林的林地生态环境水平较低。经济林是以生产果品、食
用油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产品为主的一类森林。由于经营
者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人为翻耕和全面清除林下杂草，导致
地表裸露程度高，在强降雨条件下，加剧了林地水、土、肥
的流失。土壤性质的恶化又抑制了经济林的生长，呈现水土
流失 — 土壤性质恶化 — 植被生长不良 — 林地环境下降的
恶性循环。根据 2014 年浙江省水土流失复核结果，全省园
地经济林地水土流失面积 1 488.58 km2，占总水土流失面积
的 16.04%。经济林人为翻耕、除草等农业生产活动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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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林地水土流失强度高于其他类型的土地，由此造成的环
境危害也较为严重，是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4]。
经济林水土流失治理不同于其他林地，在治理林地水
土流失的同时，还必须兼顾林农经济收入，即必须协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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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现有治理经验以

肥和饲料。其抗逆性强和萌孽能力强，根系发达，属于水

及试验研究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山核桃和板栗落叶经济林

土保持优良植物品种。根据林地环境可采用不同方法套种：

为对象，总结了适用于 2 种落叶经济林的生态恢复技术，

①网格状种植：适用于幼林地，按株行距 50 cm×50 cm 种

以期为改善经济林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林水土流失治理，

植成网格状，幼树在网格中心。②水土保持林带：在坡度

保障经济林良好发展提供参考。

25° 以上的林地内，每隔 10 m 沿等高线多株横向种植 5 行，

2

株行距 50 cm×50 cm，行与行之间的苗株呈品字型排列，

山核桃林

连接成带宽约 2 m 的丛状茬带，形成植物篱笆。这种措施

2.1 山核桃林基本状况

可以减缓地表径流速率，拦截坡面径流挟带的泥沙，起到

为了便于山核桃的采收，许多地方的林农会将林下杂草

良好的保土作用。同时，紫穗槐发达的根系可以起到固结

全部除尽，造成土壤表面裸露。在此期间遇到暴雨，林地径

土壤的作用。③陡坡强化种植：在坡度超过 35° 的林中空

流冲刷形成大量冲沟，土壤流失量剧增，土壤侵蚀程度均在

地区域可成片种植，株行距 30 cm×30 cm，以快速形成防

中强度以上，土壤流失模数可达 3 500 t/km2 以上 [5]，严重

护措施。

影响表层土壤功能。一些林地土壤侵蚀程度非常高，土壤

2.2.2 山核桃 + 经济植物

十分贫瘠，石砾含量高，岩石裸露；土壤有机质含量低，N、

在山核桃林下套种经济植物可以形成复层混交林，在

P、K 等植物生长的必须元素流失比较严重。在临安山核桃

确保山核桃健康生长的同时取得额外收入。适宜套种的经

主产区，水土流失明显的林分占山核桃林总面积的 70% 以

济植物有笋用竹、茶叶、油茶、杨桐等。

上，而水土流失严重的林分占总面积的 35% 以上 [6]。山核

（1）山核桃 + 笋用竹。在山核桃林下种植个体相对

桃地表裸露林速效养分和有机质的流失量是有地表覆盖的

矮小的早竹、高节竹、石竹等竹类经济植物，一方面能

1.7 倍和 1.4 倍以上

。恢复和重建山核桃林下植被是治理

增强蓄水保土能力，改善林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可以提

山核桃林水土流失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山核桃林地实行封

高经济效益。根据调查，山核桃林下套种小竹笋产量约为

育，严禁施用高残留以及内吸除草剂，推广林下覆盖，减

9.0 t/hm2，产值达在 1.0 万元 /hm2 以上，而山核桃平均产

少林下地表扰动次数，积极推广林下套种耐阴植物等。同时，

量约 4.5 t/hm2，平均产值在 6.3 万元 /hm2 以上。

[7]

为改善林地生态条件，增加土地利用率，提倡通过混交改

（2）山核桃 + 茶树。在山核桃林下套种灌木型茶树，

造山核桃纯林。

茶树多行种植于山核桃行间，可以充分利用茶树与山核桃

2.2 山核桃林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模式

的常绿与落叶、浅根性与深根性、灌丛型与乔木型以及两

2.2.1 山核桃 + 绿肥（植草）

者在生产季节上的差异性。该模式可以有效减轻山核桃林

在山核桃林下套种豆科、禾本科等绿肥植物，如大巢菜、

地的水土流失，增强山核桃林地的生态功能。早期山核桃

紫云英、紫穗槐等。草本植物和山核桃可以形成生态位互补，

植株小，占用空间少，不影响茶叶产量，前期以茶叶收入

山核桃根系较深，吸收深层土壤养分，草本根系较浅，主要

为主。随着山核桃林分的形成，虽然茶叶产量逐渐下降，

吸收表层土壤养分；豆科草本还可通过固氮功能为山核桃提

但山核桃进入生产期，山核桃收入高于茶叶的损失，因此

供氮素；草本覆盖地表，提高了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通过

总收入也将提高。

林下植草可以改善林地环境，促进山核桃林的可持续发展。
（1）山核桃 + 大巢菜。山核桃树一般 10 — 11 月落叶，

（3）山核桃 + 油茶。在 25° 以下的山核桃林阳坡和半
阳坡套种油茶，可以使落叶后的山核桃林分仍然是满目绿

至第 2 年 5 月才形成茂密的树冠，长达 8 个月的时间坡面

色。该种模式可以使山核桃林的水土保持得到明显改善，

基本无覆盖，期间林地光照充足。大巢菜 9 — 10 月播种，

并取得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对未投产林分套种油茶，可

第 2 年 6 月气温上升后自然枯死。这与山核桃有很好的光

采取块状或点状套种，单条或双条栽植方式，单条株行距

照互补性。同时，大巢菜固氮能力强，生物量大，可以形

4.0 m×5.0 m；双带间距 5.0 m，带宽 1.5 m，每带种植 2 行，

成 5 ~ 8 cm 的草被覆盖地表，发挥其保水蓄水的作用。大

株距 2.0 m，种植密度约 525 株 /hm2；对投产山核桃林分，

巢菜播种量 45 kg/hm2。

可以通过移植或砍除，种植密度约 250 株 /hm2，以改善林

（2）山核桃 + 紫云英。紫云英为豆科多年生绿肥植物，

内生态条件。

其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自然繁殖能力较强。该植物夏季

（4）山核桃 + 杨桐。杨桐是一种散生的常绿小乔木，

自然死亡，物候期与山核桃互补性，9 月播种出苗，5 月自

其枝叶是日本焚香拜佛的祭祀用品，每年需从我国大量进

然死亡，既能够充分利用山核桃落叶期的林下光照，又避

口，经济价值高。杨桐喜生于湿润、肥沃、蔽阴之地，是

2

开山核桃采收季节。紫云英播种量 37.5 kg/hm 。
（3）山核桃 + 紫穗槐。紫穗槐为豆科类植物，可作绿

林下栽培的优良植物之一。杨桐可以多行带状插植于山核
桃林中，起到改善林地植被结构和保持水土的作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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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核桃喜阳和杨桐喜阴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通过上层

种植密度和经营状况，宜采取植物措施对板栗园的水土流失

山核桃的庇荫作用，促进下层杨桐的生长。杨桐也是很好

进行治理，板栗林混交茶树、毛竹、香榧、杨梅等植物不仅

的防火植物，采用该模式有利于减少森林火灾。杨桐 2 a

经济效益显著，还可有效滞留降水，减缓林内降雨过程，起

生平均株高 65 cm，平均冠幅 55 cm，当年新稍平均长度

到重新分配林内降雨的作用；同时由于枝叶的阻挡作用，

12 cm，每株平均新稍量 55 ~ 60 支；8 年生单株杨桐可收

降低了雨滴击溅地表的能量，从而有效减少林地水土流失。

2

入 50 元，产值可达 4.5 万元 /hm 。

3.2 板栗林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模式

2.2.3 山核桃 + 药材

3.2.1 板栗 + 茶树

在山核桃林地套种偏阴性药材植物，如石蒜、紫萁、

板栗林套种茶树在浙江大部分山区都有实施，水土保

白术、山茱萸等，不仅可以起到一定的水土保持作用，还

持效果较好，也被群众广泛接受。板栗套种茶树，两者在

能改善林地结构和增加经济收入。林木为药材提供庇荫条

立体空间结构上形成互补，板栗根系较深，茶树根系较浅，

件，以防夏季烈日高温伤害，合理的林药复合经营，有利

根系在土壤中具有明显的层次分布，增加了土壤中的根系

于改良土壤理化性状，增加土壤肥力，促进林木速生。以

密度，起到网络土壤的作用。同时，板栗林下的光照强度小、

套种石蒜为例，林下种植株行距 30 cm×30 cm，充分利用

气温低、空气湿度大，对茶树的生长有益。茶树进入采摘

石蒜与山核桃的季节互补特点，美化林地秋冬季景观。该

期后，树冠枝叶密集，尽管其对大气降水的截留量不及乔木，

模式充分利用山核桃林冠大，庇荫、降温效果好，石蒜喜

但作为常绿灌木，茶树较板栗等落叶乔木在改善种植园冬

湿怕旱，喜温但不耐高温，喜阴而不耐强光等特点，形成

季景观方面和增加降水入渗、保持水土方面，都具有明显

互补优势。石蒜矮小、根系浅，而山核桃则根系深，从而

的优势。

使两者达到立体复合效果，不会对山核桃产生影响。2 ~ 3 a

3.2.2 板栗 + 杨桐

后可采收石蒜出售，经济效益可达到 3.0 万元 /hm2。

该模式利用了板栗喜阳、杨桐喜阴的生物学和生态学

2.2.4 山核桃 + 农作物

特征，通过上层板栗树的庇荫作用，促进下层杨桐的生长，

山核桃林下套种农作物，例如野油菜也是比较理想的

既能起到保护生态、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又能增加林农收

生态经营模式。8 月中下旬至 9 月初，山核桃采收前撒播，

入，达到林相改造的效果。杨桐多行插播于板栗林中，插

2

也可在 2 月上旬春播，播种量 37.5 kg/hm 。野油菜适应性好，

植间距 1.0 m×1.0 m。套种后的板栗林可增加 1.5 万元 /hm2

繁殖能力强，一次播种多年收益，当年生长快，秋冬季节

以上的纯收入。

快速形成绿色覆盖，并且春季开花呈金黄色，可改善山核

3.2.3 板栗 + 日本莽草

桃林的景观效果。另外，野油菜主根粗壮发达，能深入土

日本莽草为八角茴香科八角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因

壤 30 cm，腐烂后可作有机肥，形成的根孔增加了土壤蓄水

其叶片散发自然香味，干燥后磨粉制香，在日本用于供神。

能力。野油菜产量 3.3 t/hm2，收益达到 1.65 万元 /hm2。

在土层深厚、有机质丰富、土壤结构疏松、微酸性的砂质

3

壤土，坡度小于 20° 的板栗林中可以套种日本莽草，采用

板栗林

隔行种植，套种株行距 1.0 m×1.5 m。

3.1 板栗林基本状况

3.2.4 板栗 + 红茴香

板栗为壳斗科栗属落叶高大乔木树种，是中国著名的

红茴香为八角科八角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在我国分

木本粮食树种，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做副食或代

布较为广泛，叶绿花红，可栽培为观赏和经济植物。叶、

替主食。浙江省为华东重要板栗产区之一，板栗多分布在

果含芳香油，可作香料，亦可入药。红茴香属于阴性植物，

海拔 500 m 以下的低山丘陵区，其适应性强、耐干旱瘠薄，

喜土层深厚、排水良好、腐殖质丰富、土壤结构疏松的沙

栽培面积在 780 km2 以上 [8]。其果实深受群众喜爱，是浙江

质壤土，适宜在浙江板栗林下进行仿生栽培。上层有板栗

省山区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板栗根系发达，本身水

遮阴或侧方遮阴，这种半阴湿润的环境可以满足红茴香对

土保持功能较强，如板栗园地表径流量和泥沙量均明显低

生长环境的需要。

于马尾松侵蚀林地，只有马尾松侵蚀林地的 10% ~ 20% 。

3.2.5 板栗 + 树参

[9]

但由于经营者造林时，希望板栗园能早产丰收，造林密度较

树参为五加科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弱阳性植物，较

大，频繁翻耕、施肥、除草等，导致林地郁闭度高，但地表

为稀疏的林冠下能正常生长。树参的嫩稍、嫩叶芽或嫩幼

植被稀疏。板栗树成年后需要进行间伐，由于地面缺少低矮

叶均可以作为森林蔬菜炒食、凉拌等，脆嫩可口，营养丰

植被覆盖，雨季遭受降雨溅蚀的面积较大，加剧了林地土壤

富，树参的根、枝叶均可入药。在土层深厚、有机质丰富、

侵蚀

[10]

。根据板栗的生长特性及生态特征，以及现状板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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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结构疏松、微酸性的沙质壤土，坡度小于 20° 的板栗

郭 峰，等：浙江省两种典型落叶经济林生态恢复技术

林下套种。根据板栗林不同密度，树参栽植密度可选择
2.0 m × 1.0 m 或 2.0 m × 2.0 m。

4

结

语

近年来，在政府的帮助下，浙江省山区农民“靠山吃
山”，利用山区环境和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山核桃、
板栗等经济林，试图摸索一条带动山区农民致富和地方经
济发展的快捷之路。然而经济林往往被栽种在土层瘠薄的
陡坡地上，同时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群众环境保护观念
淡薄的影响，在当地经济林开发建设中，忽视水土保持工
作，导致经济林地大面积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虽然政府
高度重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经济林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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