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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主任到突破三项目基地检查指导工作 

为更好落实我园“一三五”战略之“突破三”环境友好型橡胶园建设关键技

术攻关与示范项目实施计划，及时了解项目是实施进展情况，进一步将“看得见，

说得清，推得开”的环境友好型橡胶园付诸实践。7 月 31 日，陈进主任在邓继

武站长陪同下深入景泰田野两家合作基地现场检查指导苗木种植工作。 

苗木的种植及生长状况是环境友好型橡胶园项目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点。考

察中，陈进主任仔细的查看了各个种植区可可、大叶千斤拔及其他经济苗木的生

长情况，针对可可和大叶千斤拔苗木株形较小的问题提出针对意见，要求负责人

员加强对苗木的林间管理工作，及时清除杂草，保证苗木能够快速健康成长。在

林间地头，陈进主任与各合作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了密切的交流，在‘生态立州’

战略大背景下，环境友好型胶园的建设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大家还需通

力协作共同努力，加快推进项目进展，贯彻落实项目要求，将环境友好型胶园早

日付诸实际。 

陪同考察的还有唐寿贤高级工程师、景泰公司李加智经理、田野公司邓继辉

董事长及两家合作单位的部分部门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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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大叶千斤拔苗木情况 
 

 
陈进主任与景泰基地负责人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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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主任与田野基地负责人交流工作 

 

各研究小组工作进展情况： 

工程组 

邓继武 

突破三项目于 2012 年正式启动，推广站作为“突破三”副指挥长部门，主

要负责开展试验样地内苗木培育和种植工作。接到任务后，全站动员，严格按照

年度进展计划开展工作。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通过自己采种、购买、野外引

种等方式，积极收集相关苗木种子，开展苗木培育工作，共培育各种苗木近 80

万株。 2013 年能否把各类苗木在规定的时间内种植到实验地里是环境友好型橡

胶园项目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点。面对挑战，推广站集思广益，结合各个点的实

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实施办法，于 7 月 15 日（比计划提前 1 个月）完成了

全部实验地的苗木定植任务和客土恢复工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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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如下：田野公司试验地区域，完成苗木种植 319,627 株，其中山顶

经济林区 2,729 株，箐沟退胶还林区 7,338 株，橡胶林下间作区 309,510 株；景

泰公司试验区域，共完成苗木种植 318,721 株，其中山地经济林区 2,141 株，箐

沟退胶还林区 1,549 株，橡胶林下间种区 315,031 株。合计种植苗木 636,799 株，

各类苗木种类达 41 种。客土面积 50 亩，客土方 25 吨。详细的种植名录和数量

见附表。  

下一步工作将着重进行试验地管理，试验地的除草、施肥、苗木补植等工作，

保证种植苗木的成活率在 90%以上。 

 
苗木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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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工作 
 
 

附表：突破三苗木种植详细名录 

田野橡胶基地 

编号 种名 科名 种植数量（株） 栽培区域 

1 柚木 马鞭草科 326 山顶经济林区 

2 乌木 柿树科 10 山顶经济林区 

3 羯波罗香 龙脑香科 10 山顶经济林区 

4 望天树 龙脑香科 50 山顶经济林区 

5 红厚壳 藤黄科 600 山顶经济林区 

6 印度紫檀 豆科 300 山顶经济林区 

7 大果紫檀 豆科 38 山顶经济林区 

8 狭叶坡垒 龙脑香科 200 山顶经济林区 

9 泰国大风子  大风子科 100 山顶经济林区 

10 云南石梓 马鞭草科 70 山顶经济林区 

11 海南红豆 豆科 200 山顶经济林区 

12 天竺桂 樟科 50 山顶经济林区 

13 绒毛番龙眼 无患子科 200 山顶经济林区 

14 水红花 蓼科 20 山顶经济林区 

15 构树 桑科 30 山顶经济林区 

16 白花 苏木科 60 山顶经济林区 

17 火烧花 紫葳科 15 山顶经济林区 

18 降香黄檀 豆科 500 山顶经济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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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779 山顶经济林区 

1 火烧花 紫葳科 260 箐沟还林区 

2 白花 苏木科 160 箐沟还林区 

3 千张纸 紫葳科 2260 箐沟还林区 

4 降香黄檀 豆科 1200 箐沟还林区 

5 厚皮樟 樟科 200 箐沟还林区 

6 榆绿木 使君子科 300 箐沟还林区 

7 构树 桑科 200 箐沟还林区 

8 云南石梓 马鞭草科 100 箐沟还林区 

9 千果榄仁 使君子科 100 箐沟还林区 

10 大叶榆 榆科 200 箐沟还林区 

11 天竺桂 樟科 100 箐沟还林区 

12 灯台树 夹竹桃科 220 箐沟还林区 

13 海南红豆 豆科 200 箐沟还林区 

14 红厚壳 藤黄科 200 箐沟还林区 

15 印度紫檀 豆科 338 箐沟还林区 

16 萝芙木 夹竹桃科 100 箐沟还林区 

17 毛麻楝 楝科 200 箐沟还林区 

18 泰国大风子  大风子科 800 箐沟还林区 

19 非洲桃花心木 楝科 50 箐沟还林区 

20 马蛋果 大风子科 100 箐沟还林区 

21 油榄仁 使君子科 50 箐沟还林区 

合计 7338 箐沟还林区 
1 可可 梧桐科 19510 胶林下间种 

2 大叶千斤拔 豆科 290000 胶林下间种 

合计 309510 胶林下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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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橡胶基地 
编号 种名 科名 种植数量（株） 栽培区域 

1 印度紫檀 豆科 200 山顶经济林区 

2 降香黄檀 豆科 500 山顶经济林区 

3 榆绿木 使君子科 300 山顶经济林区 

4 绒毛番龙眼 无患子科 200 山顶经济林区 

5 红厚壳 藤黄科 300 山顶经济林区 

6 狭叶坡垒 龙脑香科 500 山顶经济林区 

7 非洲桃花心木 楝科 50 山顶经济林区 

8 海南红豆 豆科 41 山顶经济林区 

9 望天树 龙脑香科 50 山顶经济林区 

合计 2141 山顶经济林区 

1 千张纸 紫葳科 500 箐沟还林区 

2 无忧花 苏木科 205 箐沟还林区 

3 白花 苏木科 250 箐沟还林区 

4 泰国大风子  大风子科 200 箐沟还林区 

5 灯台树 夹竹桃科 145 箐沟还林区 

6 印度紫檀 豆科 100 箐沟还林区 

7 马蛋果 使君子科 59 箐沟还林区 

合计 1549 箐沟还林区 
1 可可 梧桐科 15031 胶林下间种 

2 大叶千斤拔 豆科 300000 胶林下间种 

合计 315031 胶林下间种 

 

景观功能区划组 

马友鑫，刘文俊，沈金祥 

1. 完成橡胶林土壤采样数据的部分预处理工作，并收集与整理了相应的气象数

据； 

2. 完成气象数据插值与模拟模型 MT-CLIM及土壤碳循环模型 Biome-BGC的部分

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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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组 

张一平，刘文杰，沙丽清 

一、野外观测部分 

（一）继续测定橡胶树树干液流 

检查树干液流仪器是否工作正常。及时更换了仪器蓄电池等，以保证数据的

连续性。 

 

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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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继续测定橡胶林凋落量 

定期收集不同样地的橡胶树凋落物 

 
收集凋落物 

（三） 继续测定橡胶树树木胸径 

利用游标卡尺，定期测定每个样地的树木胸径。 

 

测量胸径 

（四） 继续测定不同种植模式温度、湿度和地温等常规气象 

下载田野和景泰不同样地内安装的温湿度和地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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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小气候数据 
 
（五） 水土保持部分野外实验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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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项目人员继续对田野橡胶林、植物园单层和复合橡胶林的林外大气

降水，穿透雨，树干茎流，地表径流，土壤溅蚀和侵蚀、土壤入渗率和松紧度等

进行了常规观测。 

二、阶段性研究结果 

（一） 干季橡胶树液流密度及速率特征 

干季，橡胶树液流密度日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单峰曲线特征。橡胶树液流在 8:00

左右开始启动，16:00 左右达到峰值，此后迅速下降，液流密度趋近于 0，但并

未停止。最大值超过 40（gH2O m2 s-1），最小值出现在黎明前，其值不到 0.5（gH2O 

m2 s-1），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近 100 倍。显示了液流密度日变化的巨大差异。 

 
 

（二）干季橡胶树日蒸腾量 

2013 年 04 月 01 日~2013 年 04 月 10 日连续 10 天的日蒸腾量变化图，由下

图可以看出 3 棵树的日蒸腾量保持相对稳定，树 3 蒸腾量始终大于树 1 和树 2，

3 棵树的蒸腾量变化保持相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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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可以看出，夜间蒸腾量占全天比值的 14.65%~18.44%，日间蒸腾量占全

天比值的 81.56%~85.35%。 

 

 

 

 

 

 

 

 

树号 夜间蒸腾量 日间蒸腾量 夜间蒸腾量/全天蒸腾量 夜间蒸腾量/全天蒸腾量 

Tree 
No. 

Nighttime transpiration  Daytime transpiration    

  

 

  

(kg) (kg) (%) (%) 
  最大值 Max  平均值 Avg 最大值 Max  平均值 Avg 最大值 Max  平均值 Avg 最大值 Max   平均值 Avg 

树 1   9.56        6.75  37.02       33.34 22.49      16.84 87.09        83.16 
树 2   9.73        7.00 34.06       30.86 22.22      18.44 85.50        81.56 
树 3   10.93       7.96 51.69       46.18 18.39      14.65  89.07        85.35 


	陈进主任到突破三项目基地检查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