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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沿海城市河道抗风景观

林的构建方法，从河至岸划分近岸层、中间层、离

岸层，分层种植树木，所述种植的树木包括串钱

柳、千层金、榄仁、小叶榄仁和凤凰木。本发明方

法选择的树种具有较佳适应性与抗风性，选择的

树种适应沿海城市气候，生长健壮，树种干性强、

枝条柔韧、主根系强、枝条轮生、冠幅伞形，树冠

过风性好，根系深，树种抗风性强；选择的树种构

建的群落兼顾了耐湿性及景观效果；苗木选择与

种植技术明确简单，具有较好的实际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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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沿海城市河道抗风景观林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从河至岸划分近岸层、中间

层、离岸层，分层种植树木，所述种植的树木包括串钱柳、千层金、榄仁、小叶榄仁和凤凰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近岸层种植千层金、串钱柳的至少一

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层种植榄仁、小叶榄仁的至少一

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岸层种植凤凰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的树木选用主根系齐全的健壮苗

木，苗木径级7cm～9cm，植株具完整自然冠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树木的种植穴的长*宽*深在

1.5m*1.5m*1m及以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穴中拌入腐熟无异味的基肥4kg

～6kg。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树木选用的土壤为园林种植土，

土壤的pH为5.3～7，EC(ms/cm)为0.15～0.60。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树木的间距为5m～7m。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完成后，在苗木第一分支点处设

置支撑固定，首次浇水将土壤浇透，种植后第3天与第7天后再各浇透一次，待苗木成活后进

行常规水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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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沿海城市河道抗风景观林的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河道抗风景观林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沿海城市河道抗风景

观林的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沿海城市是遭台风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两年来，超强台风‘天鸽’‘山

竹’横扫沿海城市，给城市的绿化带来巨大的影响。台风过后，植物折枝、折干、倒伏严重，城

市满目疮痍，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清理与更新植株，给城市绿化工作带来严重困扰。

[0003] 沿海城市水系极其丰富，河道绿地成了园林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居民活

动最紧密的部分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廊道建设的重要场所。其植物群落的稳定、安全与景

观的好坏，直接影响市民活动的舒适度、安全与生物多样性的稳定。河道绿地由于处于开阔

地带或城市高层建筑之中，在台风来临时，常常会遭受台风正面攻击，或形成强对流风与通

道变速风，是台风危害最严重的一类绿地，而其绿化树种首当其冲。

[0004] 当前，在沿海城市河道绿地绿化建设中，鲜有考虑台风影响，存在树种选择不当，

苗木质量差，种植技术不过关，景观效果差，树种耐湿性不强等问题。据本发明人对珠海市

遭受‘天鸽’，广州市遭受‘山竹’台风后，开展大范围调查表明，城市河道绿地由于上述问题

存在，往往是重灾区。

[0005] 因此，急需一种沿海城市河道抗风景观林的构建方法，重点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

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筛选与评价出抗风、耐湿与观赏效果高的树种，并进行科学的

种植，以满足作为城市河道树木群落起到抵抗台风损害与景观功能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沿海城市河道林木抗风耐湿效果不佳且

景观效果差的技术不足，提供一种沿海城市河道抗风景观林的构建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8] 提供一种沿海城市河道抗风景观林的构建方法，从河至岸划分近岸层、中间层、离

岸层，分层种植树木，所述种植的树木包括串钱柳、千层金、榄仁、小叶榄仁和凤凰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近岸层种植千层金、串钱柳的至少一种。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中间层种植榄仁、小叶榄仁的至少一种。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离岸层种植凤凰木。

[0012] 优选地，所述种植的树木选用主根系齐全的健壮苗木，苗木径级7cm～9cm，植株具

完整自然冠幅。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种植树木的种植穴的长*宽*深在1.5m*1.5m*1m及以上。

[0014] 优选地，种植穴中拌入腐熟无异味的基肥4kg～6kg。

[0015] 优选地，种植树木选用的土壤为园林种植土，土壤的pH为5.3～7，EC(ms/cm)为

0.1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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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种植树木的间距为5m～7m。

[0017] 优选地，种植完成后，在苗木第一分支点处设置支撑固定，首次浇水需浇透，种植

后第3天与第7天后再各浇透一次，待苗木成活后进行常规水肥管理。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本发明方法选择的树种具有较佳适应性与抗风性。选择的树种适应沿海城市气

候，生长健壮，树种干性强、枝条柔韧、主根系强、枝条轮生、冠幅伞形，树冠过风性好，根系

深，树种抗风性强。

[0020] 2.构建的群落兼顾了耐湿性及景观效果。耐湿的串钱柳与千层金可满足河道季节

性涨水水淹，在景观效果上，串钱柳、凤凰木为优良的观花树种，千层金叶色金黄，为优良的

彩叶树种，小叶榄仁、榄仁树形端庄，是优良观树型树种，满足居民观赏需求。

[0021] 3.苗木选择与种植技术明确简单，具有较好的实际操作性。苗木径级7cm～9cm，在

此径级苗木活力强，生长迅速，且规格不大，能保障齐全的全根系。种植技术。种植穴长*宽*

深＝1.5m*1.5m*1m以上，相邻距离5m，土壤pH＝5.3～7，EC(ms/cm)＝0.15～0.60，土壤排水

透气，具保水保肥能力，能使树种根系健康生长，提高树种抗风能力，可抵御沿海地区多发

的台风天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榄仁(Terminalia  catappa)：大乔木，高15米或更高，树皮褐黑色，纵裂而剥落状；

枝平展，近顶部密被棕黄色的绒毛，具密而明显的叶痕。叶大，互生，常密集于枝顶，叶片倒

卵形，长12～22厘米，宽8～15厘米，先端钝圆或短尖，中部以下渐狭，基部截形或狭心形，两

面无毛或幼时背面疏被软毛，全缘，稀微波状，主脉粗壮，上面下陷而成一浅槽，背面凸起，

且于基部近叶柄处被绒毛，侧脉10～12对，网脉稠密；叶柄短而粗壮。穗状花序长而纤细，腋

生，长15～20厘米；花多数，绿色或白色。果椭圆形，常稍压扁，具2棱，棱上具翅状的狭边。花

期3～6月，果期7～9月。

[0023] 小叶榄仁(Terminalia  neotaliala)：大乔木，高12米或更高，主干直立，冠幅2～

5m，侧枝轮生呈水平展开，树冠层伞形，层次分明，质感轻细。叶小，长3～8cm，宽2～3cm，提

琴状倒卵形，全缘，具4～6对羽状脉，4～7叶轮生，深绿色；穗状花序腋生，花两性，花萼5裂，

无花瓣，雄蕊10，两轮排列，着生于萼管上；子房下位，1室，胚珠2个，花柱单生伸出；核果纺

锤形；种子1个。

[0024] 串钱柳(Callistemon  viminalis)：常绿小乔木，株高可达8m。树皮剥离，纸质状，

白色，小枝曲折。叶互生，条形或披针形，叶两端渐细小，顶端锐尖，长6～9cm，宽5～14mm，叶

面有油腺点，且被丝状绒毛。穗状花序顶生，圆柱形，长4～5cm，宽30～35mm，花鲜红色。蒴

果，碗状或半球形。3～4月盛花期，11～12月零星开放；果期为4～6月。千层金(Melaleuca 

bracteata)：常绿灌木至小乔木，高可达12m。枝条密集，柔软细长；新枝层层向上扩展，侧枝

横展至下垂；嫩枝红色。叶对生，窄卵形至卵形，先端急尖，四季黄色，芳香。圆柱形头状花序

顶生；花白色。木质蒴果，近球形，可宿存多年。花期4～5月。

[0025] 凤凰木(Delonix  regia)：落叶乔木，高可达15米；树皮粗糙，灰褐色；树冠扁圆形，

分枝多而开展；小枝常被短柔毛并有明显的皮孔。叶为二回偶数羽状复叶，长20～60厘米，

具托叶；下部的托叶明显地羽状分裂，上部的成刚毛状；叶柄长7～12厘米，光滑至被短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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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上面具槽，基部膨大呈垫状；小叶25对，密集对生，长圆形。伞房状总状花序顶生或腋生；

花大而美丽，直径7-10厘米，鲜红至橙红色，具4～10厘米长的花梗；花瓣5，匙形，红色，具黄

及白色花斑，长5～7厘米，宽3.7～4厘米，开花后向花萼反卷。荚果带形，扁平，长30～60厘

米，宽3.5～5厘米，稍弯曲，暗红褐色，成熟时黑褐色，顶端有宿存花柱。花期6～7月，果期8

～10月。

[0026] 本发明所选择的树木组成的群落，除具有抗风性外，兼顾抗风耐湿和景观需求。

[0027] 实施例1

[0028] 2016年3月中旬，在沿海城市广州市海珠区某河绿地构建河道抗风景观林，河岸绿

地宽度30米，从河至岸构建了近岸层、中间层、离岸层，近岸层混植千层金、串钱柳3排，中间

层种植混植榄仁与小叶榄仁2排，离岸层种植1排凤凰木。所有树木均选用主根系齐全的健

壮苗木，苗木径级7cm～9cm，植株具完整自然冠幅。种植穴长*宽*深为1.5m*1.5m*1m，相邻

距离5m～6m。在种植穴中每穴拌入腐熟无异味的基肥(农家肥)4～5kg；选用具有排水透气、

保水保肥能力的园林种植土，土壤pH＝5.3～7，EC(ms/cm)＝0.15～0.60，种植完成后，在苗

木第一分支点处设置支撑固定，首次浇水需浇透，第3天与第7天后各再浇透一次，待成活后

进行常规水肥管理，2017年4月拆除支撑。

[0029] 效果调查评价方法：对抗风景观群落构建评价指标进行定量评价，见表1，依据主

要目标，抗风效果权重赋分为50分，观赏效果与生态适应性各25分，评价结果共100分，其中

总得分80分以上为河道抗风景观效果优异群落。华南沿海地区每年6～9月台风多发，降雨

频繁的时期，每2个月定期对构建的河道抗风景观林进行调查，或台风过后进行调查。

[0030] 2018年9月中旬，广州市遭受超强台风‘山竹’袭击，超强台风‘山竹’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有17级以上(65米/秒)，持续65米/秒的强度达到了66小时，并为广州市带来了持续的

狂风暴雨。袭击后，赴建设地调查记录了建设群落与同地方类似绿地中不同群落。结果如

下：

[0031] 本实施例构建的群落【千层金、串钱柳+榄仁、小叶榄仁+凤凰木群落】的总得分为

100分，群落抗风效果与生态适应性佳，景观表现好。其中抗风效果得分为50分，群落树种除

凤凰木有少许折枝外，其它树种基本不受损害；观赏效果得分25分，群落中的千层金全年叶

色金黄，串钱柳花型奇特，盛花期花量大，凤凰木盛花期也较佳。生态适应性得分25分，树种

生长良好。

[0032] 同地方类似绿地中不同群落①【黄槿(Cassia  surattensis)群落】的总得分为45

分，该单一树种群落虽生态适应性佳，但抗风效果差，景观效果不佳。其中抗风效果得分仅

10分，黄槿由于树冠浓密，枝杆较脆，有大量折枝、折杆、倒伏存在；观赏效果得分10，黄槿仅

一季能观花，但花景不突出；生态适应性得分25，黄槿适宜河边种植，生长良好。

[0033] 同地方类似绿地中不同群落②【宫粉紫荆(Bauhinia  variegata)+非洲桃花心木

(Khaya  senegalensis)+香樟(Cinnamomumcamphora)群落】的总得分为50分，该群落抗风效

果与景观效果不佳。其中抗风效果得分仅20分，非洲桃花心木有折枝，宫粉紫荆倒伏较严

重；观赏效果得分15分，宫粉紫荆有1季观花；生态适应性得分15分，由于种植技术存在问

题，与近岸层绿地有涝害，部分宫粉紫荆生长不良。

[0034] 表1河道抗风景观林评价指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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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0037] 实施例2

[0038] 2015年5月，在沿海城市广州市番禺区某河绿地构建河道抗风景观林，河岸绿地宽

度50米，从河至岸构建了近岸层、中间层、离岸层，近岸层混植千层金、串钱柳4排，中间层种

植混植榄仁与小叶榄仁2排，离岸层种植2排凤凰木。所有树木均选用主根系齐全的健壮苗

木，苗木径级7cm～9cm，植株具完整自然冠幅。种植穴长*宽*深为1.5m*1.5m*1m，相邻距离

6m～7m。在种植穴中每穴拌入腐熟无异味的基肥(农家肥)约5～6kg；选用具有排水透气、保

水保肥能力的园林种植土，土壤pH＝5.3～7，EC(ms/cm)＝0.15～0.60，种植完成后，在苗木

第一分支点处设置支撑固定，首次浇水需浇透，第3天与第7天后各再浇透一次，待成活后进

行常规水肥管理，2016年5月拆除支撑。

[0039] 效果调查评价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40] 2018年9月中旬，广州市遭受超强台风‘山竹’袭击，超强台风‘山竹’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有17级以上(65米/秒)，持续65米/秒的强度达到了66小时，并为广州市带来了持续的

狂风暴雨。袭击后，赴建设地调查记录了建设群落与同地方类似绿地中不同群落。结果如

下：

[0041] 本实施例构建的群落【千层金、串钱柳+榄仁、小叶榄仁+凤凰木群落】的总得分为

100分，群落抗风效果与生态适应性佳，景观表现好。其中抗风效果得分为50分，群落树种除

凤凰木有少许折枝外，其它树种基本不受损害；观赏效果得分25分，群落中的千层金全年叶

色金黄，串钱柳花型奇特，盛花期花量大，凤凰木盛花期也较佳。生态适应性得分25分，树种

生长良好。

[0042] 同地方类似绿地中不同群落【印度紫檀(Cassia  surattensis)+美丽异木棉

(Ceiba  speciosa)群落+木棉(Bombax  malabaricum)】的总得分为50分，该群落抗风效果不

佳。其中抗风效果得分仅10分，印度紫檀由于枝杆较脆，存在大量折枝、折杆；观赏效果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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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群落2季能观花；生态适应性得分25分，树种生长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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