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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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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栎类天然林经营技术标准

1 范围 （新增）

本标准适用于北方落叶栎类及温暖地区的青冈栎天然次生林经营。本标准不适用于热带林及城镇园

林栎类栽培。

本标准的各条款均围绕多功能异龄林这一经营目标。因为这个目标适用于大部分的天然栎类资源。

本标准的内容涵盖栎类天然林从杆材形成阶段到目标树群体达到目标胸径的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新增）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uidelines for Establishing High Valuable Oak Stands,Burkhard Stecke.

3 术语和定义

3.1 矮林 coppice

矮林是由萌条和萌蘖形成的林分，俗称萌生林，见图1。矮林一是指萌生起源的林分，另是指矮林

作业法。

图1 矮林示意图

（左图：萌条；右图：萌蘖）

树木砍伐以后，会在树桩上萌发出很多新的幼株。其中在桩面周边皮质层萌发的，叫萌条；在树桩

周边粗根上萌发的叫萌蘖；在树桩远处由串根形成的新植株虽然不是实生树，但它们形成的林分属于乔

林。

3.2 中林 coppice with standard

中林是萌生树和实生树混生的林分，但林分主体是萌生树，见图2。如果栎类树种混生于多树种天

然次生林而不占主体，则不视为栎类林。如果两种起源的树木分片状存在，即可分别作为矮林和乔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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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中林有两个林层：一是矮林层，居于下层；一是乔林层，居于上层。中林的概念一是表明起源，即

萌生、实生混生的林分；另一即中林作业法。

图2 中林示意图

3.3 乔林 high forest

乔林主要是指实生起源的树木构成的林分。有两个含义：一是起源于实生的、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发

育到了杆材阶段，其龄阶为幼龄林—细杆材林—杆材林—乔林；二是与次生林培育中的实生保留树同义，

即在次生林转变中，对萌生树平茬，对实生树保留。

乔林区分为整齐乔林（见图 3）、不整齐乔林、择伐乔林（见图 4）、串根乔林等。串根乔林指从根

桩远处的根上萌蘖形成的林分。

图 3 同龄乔林（整齐乔林）

图4 择伐乔林（不整齐乔林）

3.4 转变 conversion

转变是指在保留原有次生林的基础上，通过在现有树木中选择保留木和目标树，以及林下补种、补

植或天然更新等措施，把次生林逐步转变成优质乔林的育林作业。

转变作业涉及诸如保留树、目标树等一系列概念。保留树是指在次生林内被选择出来在疏伐作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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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保留的树木。它包括那些准备长期培育的树木（适当的时候从中选作目标树），以及目标树的防护

树、遮阴树或其他无害的林木。

3.5 改造 transformation

改造是皆伐原有的次生林，用替代的树种重新造林（树种的替代和林分的替代）。林分改造只能在

十分必要时小面积实施。

4 矮林的经营

矮林经营，原则是通过适宜强度的疏伐，促使土壤内种子发芽，促成实生树的出现。也可以人工补

植，不绝对地排除小面积皆伐重造。最终把林分转变成近自然异龄林。转变的过程也可生产出中小径材。

这里不涉及薪炭林、柞蚕林、菇料林、柳条林等作为经营目标而实行矮林作业的矮林。

4.1 幼龄矮林的经营

栎类幼龄矮林，定义为杆材形成之前的阶段（建群阶段），一般为 30 年以内。

转变分两种情况。一是因势利导培育干形、冠幅较好，伐桩年龄尚小的萌生树；二是在林内补植或

播种，充实实生树，适时地疏伐成熟的或干扰保留木的萌生树，引导林分逐步转向优质乔林。

在伐桩上新萌发出来的萌条或萌蘖，一般是丛状，它们会自然稀疏，最后比较健壮的会留存下来，

不需要人工稀疏。剪除大部分，留下三两株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些萌生树通过竞争有留存下来到达

杆材阶段的，那么可以从中选留保留树，其余的可逐步伐除（参见中龄矮林的经营）。

4.2 中龄矮林的经营

定义为超过杆材阶段的矮林。此时的矮林树木，疏密不等，干形弯曲或主干布满丛生枝 ,一般没

有树冠，它们仍处于自我稀疏和退化的过程中。

处理措施是对于已经达到杆材阶段的矮林逐步疏伐，为那些保留树的树冠发育留出空间，对干扰树

逐步疏伐，同时促进实生苗的出现。还可以对相对好的树木，予以修枝、砍除干扰树。

4.3 老龄矮林的经营

老龄栎类矮林，定义为树桩过老的矮林（通常树桩百年以上，不管其上的萌生树树龄）。

老龄矮林经营的首要措施是建立更新层。如果林分还产生种子，可以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如果林

分已经失去结种能力，应当人工引进优质种子或补植实生苗。在更新层形成之时，部分疏伐老树以透

进阳光，大部分老龄树木，在更新层形成之前应予保留，用以压制杂草、保护幼树生长。也可以开林

窗，促进实生幼苗出现（参考自然更新）。

目前我国东北的办法是在老龄矮林林下栽植红松，这样栎类资源将来会转化为红松林。此改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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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虽有现实的经济意义，但不宜过多采用。

各种办法的目标就是引进实生树，逐步挤掉萌生树，转变为乔林，这个过程中也可结合生产木材。

4.4 过了最佳经营期的弥补措施

我国有很多栎类矮林，林分很密，树木多为细杆材、没有树冠。需要尽快疏伐，发育树冠，防止它

的高径比扩大（栎类理想的高径比为 70～100）。

5 中林的经营

把中林转变为乔林，措施是通过抚育伐，帮助部分实生幼苗生长到杆材阶段，见图5和图6。

在同一个林班内，萌生树和实生树混生，迟早会形成不同的林层。中林的抚育作业要在上下两个

林层进行。

一是在萌生林层搞疏伐，就是标记保留木、砍伐萌生树；二是利用每一次对萌生树的砍伐，获得一

些新生的实生树。

如果伐桩年龄较小，其上的萌生树主干通直，也可选为保留树。

而对于实生林层的抚育，主要是移除影响实生保留树树冠的干扰树，必要时人工修枝。

对于整体林分的经营，要逐步为保留木释放空间并保留它们的伴生树，不可以强度疏伐。

如果中林里的两个地段，一个全是萌生的，另一个全是实生的，这种情况，分别按照矮林和乔林对

待。如果中林里有较大面积的空地（超过正常的林窗面积），则视为无林地，采取封山育林或人工造林

的办法育成林分。

图5 中林的近自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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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林层及择伐

6 乔林的经营

需要经营的乔林，也分幼龄乔林、中龄乔林和老龄乔林。

6.1 幼龄乔林的经营

幼龄乔林，定义为处于杆材形成阶段（建群阶段）的林分，通常为幼苗出现到 40年生时。

这个阶段的乔林，一般不予干预，期望幼树能够通过竞争性生长，形成通直主干。如果起始时实生

幼苗过度拥挤，它们会不断地自行稀疏。唯一可能干预的是砍除藤蔓、消除侵占性极强的树种以及严重

遮阴树。

6.2 中龄乔林的经营

定义为达到杆材阶段的乔林，也就是约 40 年生之后到更新阶段到来前的乔林，这个龄段一般持续

40 年以上。

中龄乔林的经营，关键是逐步疏伐，为保留树拓展树冠发育空间，以及通过修枝控制杆材质量，还

有就是注意保护目标树的庇护树以规避主干丛生枝。要伐除其中一些干形较差、过密、树冠太小的单株，

为较好的树木树冠发育拓展空间。

中龄阶段刚开始的乔林，应选择较多的保留树，以便在随后的疏伐中，从中优选目标树，也可以直

接选择目标树。

6.3 老龄乔林的经营

我国栎类老龄乔林极少，所见者皆因缺失经营而质量很差。

对此类老龄林，首要的问题是建立更新层，即实现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者人工植苗（参考自然更

新）。

6.4 松栎混交乔林的经营

我国的松栎混交林较为常见。松树多为油松。松栎两类树种都喜光且长寿，它们之间可以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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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0 年的共生稳定期。

较温暖地区有马尾松混交青冈（Quercus glauca Thunb.）、大叶栎（Quercus griffithii

Hook.f.et Thoms ex Miq.），效果也较好。

应当从松栎混交林的栎类中选择目标树作为此类林的长期经营框架，以松类充实林分、改善生态、

培育木材，尽量保留其他树种和下灌层，增加生物多样性。

7 栎类经营的特殊性

一般说来，林分发育分三阶段，每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的关键经营措施。

第一阶段：追求幼林密集，借以形成自然整枝效应和通直主干。

第二阶段：通过疏伐为保留树（进一步从中选定目标树）树冠发育拓展空间。

第三阶段：进一步疏伐，促进径生长。但某些栎类树种极易在主干上生长浓密的丛生枝，从而严重

损毁立木的价值。栎类经营的一大特点是如何规避主干丛生枝。

为规避主干丛生枝，从上述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中，要用好 3 项决定性技术：疏伐要逐步；树

冠要暴露；主干要庇护。

8 林分更新

更新有两类途径，一为自然更新，二为人工更新。

8.1 自然更新

假如当前的栎类树种具有良好的表现型，那么采取自然更新 + 人工促进。

准备措施为选择橡籽丰年。春天到来，检查栎树是否有大量花序。夏季再次检查橡籽是否发育良好，

有无受到晚霜和干旱的危害。

确定了橡籽丰年，就进行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工作，作业如下：

——疏伐林分，除了下种树，只保留庇护树（20～30株/hm²）；

——秋季橡籽掉落前，轻度耙地，做成水平浅沟或土坎，帮助橡籽入土发芽；

——必要时设置围栏，保护橡籽不被牲畜或野生动物破坏；

——把枯枝落叶集中成行堆放，也会减轻鼠害；

——第二年春天核查发芽情况，应确保有足够幼苗；

——第二年秋季清除挤压幼苗的杂灌，还需要在母树的东南方向和西南方向进行疏伐，以给幼苗更

大的空间和更充足的阳光；

——庇护树的保留时间不超过5年，适时移除，给幼树提供更多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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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人工更新

人工更新可以采用直播和植苗的方式。优选直播方式，其优势在于确保幼苗有自然根系。人工植苗

只是在造林地存在栎类与其他植被有强烈的竞争情况采用。

（1）直播

直播前准备小水平沟用于条播。沟宽为 20～40cm，行距为 2m。

最佳的直播时间为秋季橡籽掉落后。橡籽播种量为 300～400kg/hm²。每米条播沟需要 20 个橡籽。

手工条播，播后用土轻掩，最大覆盖厚度不超过 5cm。

假如不能及时播种，应将收集的橡籽平摊在阴凉地方，最好沙藏，湿度应与自然条件相似，避免温

度太高，也可将其淋湿，每天翻动一次。应尽快播种，减短保存时间。种子不宜冷藏。

如果橡籽感染了病虫，则播前要用药液浸泡，并分离出空籽。

（2）植苗

优选裸根苗或具有保护主根功能的无纺布容器苗。受损侧根要修剪，但不能剪掉健康主根。容器苗

不应该超过2年生，实生苗也可以从林下更新地块挖取。

在栽植时，根部不能干燥。在运输过程中应该用湿袋。

确保苗木根颈埋在土壤中，并且整个根系都要接触到土壤。不应该在根部存留土壤空腔。

栽植期为10月末和11月初，赶在土地封冻之前。早春土地开冻后，苗木萌芽前，也可栽植。

栽植务必避免窝根。栽植中要保证长达30cm的主根直立入土。即便是主根过长，也不要将其剪掉，

见图7。

图7 栎类苗木不要剪掉主根

栎类幼苗主梢不明显，它们在竞争生长当中会逐渐形成主梢，其他侧枝会自然死掉。

（3）栽植密度

建议每公顷栽植4000～5000株，成行栽植 (2m×0.5m或2m×1.0m)。

如果想在后期形成混交林，则群团状栽植。群团的数量与将来目标树的数量相近。一个群团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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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0m²左右。

（4）育苗

我国现行的教科书及苗圃育苗实践中，都主张苗圃育苗要移床和剪除主根。

本标准强烈建议栎类育苗要保护主根，不赞成剪除主根。

鉴于栎类苗木主根较长，的确为栽植带来不便，优选的办法是1～2年生时就栽植，而且优先选用

裸根小苗。其次是可以在加长的无纺布容器（20cm）直播育苗，也是1～2年生时栽植。

鉴于橡籽极易失去活力，宜秋季收获后尽快播种，暂时不能播种的应沙藏，注意通风、保湿，不宜

冰箱冷藏。

鉴于橡籽极易感染虫害，播种前应用清水浮选，并用药物浸泡杀虫。

9 栎类优质用材林的培育

如果立地条件较好，应规划高价值的栎类优质用材培育。栎类优质用材的培育，主要是解决两个问

题。一是合理处理冠幅与径生长的关系，二是规避主干丛生枝。

第一个问题采用“两阶段培育法”（也被称作“ Q—D 策略”，Q=质量， D=直径），即第一阶段，整

枝（人工整枝或者自然整枝）；第二阶段，促进树冠生长。规避主干丛生枝的办法是为目标树保留遮阴

树。

10 目标树经营体系的应用

目标树经营体系是保障森林生态系统长期稳定、天然更新以及培育优质大径材的最佳选择。

10.1 目标树的选择条件

目标树的选择在杆材长成后进行。选择目标树时，不追求目标树成行排列，均匀分布即可。个别情

况下可两三株靠在一起，但应外围树冠舒展。干型通直，主干丛生枝少；树冠相对圆满。尽量选实生起

源的树木，个别情况下可以用萌生的优树做补足。

10.2 确定目标树间距的办法

对于包括栎类在内的目标树的间距确定法则：目标胸径乘以一个倍数。如果是生长比较快的树木，

乘以 25；生长比较慢的，乘以 20。

10.3 选择目标树的时间

选择目标树的时间应该是在能判断出目标树符合一些标准，将来能生长成高价值立木的时候。对栎

类，一般是在 15～25 年生期间，选定目标树，不应晚于 40 年生。

选择目标树，没有胸径的规定，高径比保持在 70～1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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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森林的目标直径，一般是森林经营规划中确定的，作业人员不能随意改变这个参数。

10.4 移除目标树的干扰树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不影响目标树的树木，过些年可能就会影响，那时就应去除。但保留包

括灌木在内的下林层，有益无害；对低于目标树冠层的其他林木（有的是防止主干丛生枝的遮阴树，有

的是无关的树木），只要不影响目标树树冠均可保留。如果也希望通过这些树木多生产立木，则也可以

适当抚育。

10.5 生态林也适用目标树体系

生态防护林更加需要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这里的目标树的功能就是长期支撑森林生态系统和作为

天然更新的下种树。这种目标树可称之为“生态目标树”。本标准认为，除了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一般

的生态防护林建立生态目标树经营体系是科学的。

10.6 不适用目标树体系的情况

本标准认为，在那些没有经营必要的困难立地、生态极为敏感地段、专用的人工用材林和短轮伐速

生丰产林等，不采用目标树经营体系。

天然次生林经营的完整流程，体现了各类起源的次生林各个经营起点应采取的措施,见图 8。这不

是一个需要等待一百年的经营流程。而是每一个起点都已经存在，只要判断出林分类型和经营起点，就

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

图8 天然次生林经营的完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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