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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

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其包括：通

过人工穴植节上生根的匍匐性植物；在匍匐性植

物的地被层间按设定距离插入种植管，所述种植

管的下部管壁设有通孔，所述种植管内种植先锋

灌木植物。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采用管式种

植灌木和穴植匍匐性地被植物，既可以快速形成

覆盖度强的地被植物，又能够根据坡面环境特点

灵活构建坡面上层植被，从而打造坡面立体植物

群落结构，不仅可以实现多层次削减雨水的冲刷

力，控制坡面径流，而且促进坡面植被朝向立体

的群落结构发展，形成稳定的边坡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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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

括：

通过人工穴植节上生根的匍匐性植物；

在匍匐性植物的地被层间按设定距离插入种植管并露出地面，所述种植管的下部管壁

设有通孔，所述种植管内种植先锋灌木植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设在种植管的下端的1/3‑1/2位置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的孔径为4‑8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管为圆管，所述种植管的直径为10‑30cm，长度为30‑40cm，露出地面

10‑15c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管内，种植密度约1‑2株。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先锋灌木植物为冬红、桃金娘、春花、野牡丹、簕杜鹃、希美丽、夹竹桃、山

毛豆、猪屎豆、多花木蓝、双荚槐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管采用在地面挖孔固定或采用钢筋、铆钉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匍匐性植物为蟛蜞菊、狗牙根、小叶铺地榕、铜钱草、假花生、积雪草、黄花

酢浆草、三点金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匍匐性植物采用茎节扦插或者种子播种，种植密度为茎节3‑5条/穴、或者

种子4‑6粒/穴，穴间距为20‑30cm。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

被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匍匐性植物为蟛蜞菊，采用茎条直接扦插种植，每穴扦插3‑4

根，植株株行距为（10cm‑15cm）×（20cm‑30cm）；所述先锋灌木植物为冬红，所述冬红采用扦

插苗种植，种植株行距为（30cm‑40cm）×（30cm‑40cm）；

或者所述匍匐性植物为铜钱草，采用分株苗进行种植，每穴种植5‑6根，株行距为

（15cm‑20cm）×（15cm‑20cm）；所述先锋灌木植物为冬红，所述冬红采用扦插苗种植，种植株

行距为（30cm‑40cm）×（30cm‑40cm）；

或者所述匍匐性植物为铺地榕，采用扦插苗进行种植，每穴种植1株，植株株行距为

（15cm‑20cm）×（15cm‑20cm）；所述先锋灌木植物为车轮梅，采用实生苗种植，种植株行距为

（20cm‑30cm）×(20cm‑30cm)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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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

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边坡植被恢复技术，目前主要通过种子喷播技术、植物栽植方式和毯式植物种植

方式，以一种自然生长和自然演替的方式形成边坡植被。其中种子喷播技术是通过喷播机

将种子喷附在坡面土壤表层，并覆盖无纺布等养护措施的一种方式，植物选择多为狗牙根、

高羊茅、黑麦草等禾本科植物以及山毛豆、猪屎豆、银合欢等豆科植物，这些植物具有种子

量大、种源充足和发芽率高、植被恢复快的特点。植物栽植方式指的是在土质边坡或者利用

生态袋进行工程防护的边坡上，以培育好的苗木进行现场种植的方式，这些植物常要求具

有适应性强、景观效果好的特点，多为园林苗木。毯式植物种植方式主要包括通过铺设种子

网、种子毯或者鲜枝条铺设等方式，使坡面恢复植被效果。

[0003] 以上种子喷播技术、植物栽植方式和毯式植物种植方式，均呈自然生长和自然演

替方式，群落结构难以控制，常出现后期植被退化或者形成单一优势的种群现象，所选植物

多为直立形草本植物和灌木植物，并且因种植或种子密度过大或过小等问题，最后出现植

物群落结构不稳定，呈单一灌木层或者草本层现象，“空脚”现象非常明显，水土保持效果较

差，前期常需要覆盖无纺布等措施以减少坡面径流。种子喷播技术更是出现种子常因种子

本身质量、外界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养护技术等多因素影响，植物种子发芽和植物生长较不

稳定，植被覆盖度也难控制。毯式植物种植法需要考虑构成毯的种植介质材料、厚度以及坡

面本身的土壤特性等，而且植物生长也是混杂一起，同样会出现植物生长竞争和群落结构

不可控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

坡植被恢复方法，可以起到很强的保水固土作用，改善土壤生态环境。

[0005] 对此，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采用匍匐性植物和阳性先锋植物组合的边坡植被恢复方法，其包括：

通过人工穴植节上生根的匍匐性植物；

在匍匐性植物的地被层间按设定距离插入种植管并露出地面，所述种植管的下部

管壁设有通孔，所述种植管内种植先锋灌木植物。

[0006] 采用此技术方案，通过针对土质边坡或者土壤层厚度达到12cm以上的边坡，可以

先通过人工穴植节上生根的匍匐性植物，快速形成坡面地被层植被，即下层植被，同时这些

植物茎节可以节节生根，扎进土壤层并形成密集的根系网，起到很强的保水固土作用，改善

土壤生态环境。同时在匍匐性地被层间按照一定的距离插入种植管，种植管的下部管壁设

有通孔，该种植管主要用于种植高度先锋灌木植物，这样可实现控制合理的灌木种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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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下端带孔的种植管，可促进植物间地下部分的协作关系，同时避免匍匐性或者爬藤

类植物缠绕并覆盖灌木，容易造成灌木植物死亡，因此管式种植灌木和穴植匍匐性地被植

物，既可以快速形成覆盖度强的地被植物，又能够根据坡面环境特点灵活构建坡面上层植

被，从而打造坡面立体植物群落结构，不仅可以实现多层次削减雨水的冲刷力，控制坡面径

流，而且促进坡面植被朝向立体的群落结构发展，形成稳定的边坡植被。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通孔设在种植管的下端的1/3‑1/2位置处。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通孔的孔径为4‑8mm。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种植管为圆管，所述种植管的直径为10‑30cm，长

度为30‑40cm。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种植管露出地面10‑15cm。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种植管内，种植密度约1‑2株。进一步优选的的，种

植管内苗高10‑20cm。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先锋灌木植物为冬红、桃金娘、春花、野牡丹、簕杜

鹃、希美丽、夹竹桃、山毛豆、猪屎豆、多花木蓝、双荚槐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种植管采用在地面挖孔固定或采用钢筋、铆钉固

定。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匍匐性植物为蟛蜞菊、狗牙根、小叶铺地榕、铜钱

草、假花生、积雪草、黄花酢浆草、三点金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匍匐性植物采用茎节扦插或者种子播种，种植密

度为茎节3‑5条/穴、或者种子4‑6粒/穴，穴间距为20‑30cm。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匍匐性植物为蟛蜞菊，采用茎条直接扦插种植，每

穴扦插3‑4根，植株株行距为（10cm‑15cm）×（20cm‑30cm）；所述先锋灌木植物为冬红，所述

冬红采用扦插苗种植，种植株行距为（30cm‑40cm）×（30cm‑40cm）,进一步的，所述冬红的种

植株行距为30cm×30cm或40cm×40cm；

或者所述匍匐性植物为铜钱草，采用分株苗进行种植，每穴种植5‑6根，株行距为

（15cm‑20cm）×（15cm‑20cm）；所述先锋灌木植物为冬红，所述冬红采用扦插苗种植，种植株

行距为（30cm‑40cm）×（30cm‑40cm）,进一步的，所述冬红的种植株行距为30cm×30cm或

40cm×40cm；

或者所述匍匐性植物为铺地榕，采用扦插苗进行种植，每穴种植1株，植株株行距

为（15cm‑20cm）×（15cm‑20cm）；所述先锋灌木植物为车轮梅，采用实生苗种植，种植株行距

为（20cm‑30cm）×(20cm‑30cm)  ，进一步的，种植株行距为20cm×20cm或30cm×30cm。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针对土质边坡或者土壤层厚度达到12cm以上的边坡，通

过人工穴植节上生根的匍匐性植物，如小叶铺地榕、蟛蜞菊、假花生、铜钱草等，快速形成坡

面地被层植被，即下层植被，同时这些植物茎节可以节节生根，扎进土壤层并形成密集的根

系网，起到很强的保水固土作用，改善土壤生态环境。同时在匍匐性地被层间按照一定的距

离插入管直径10‑30cm、高30‑40cm的圆管，圆管下端的1/3‑1/2位置带细孔（孔径4‑8mm），该

圆管主要用于种植先锋灌木植物，如冬红、桃金娘、春花、野牡丹等，可实现控制合理的灌木

种植密度，并通过下端带孔的圆管，可促进植物间地下部分的协作关系，同时避免匍匐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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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爬藤类植物缠绕并覆盖灌木，容易造成灌木植物死亡，因此管式种植灌木和穴植匍匐性

地被植物，既可以快速形成覆盖度强的地被植物，又能够根据坡面环境特点灵活构建坡面

上层植被，从而打造坡面立体植物群落结构，不仅可以实现多层次削减雨水的冲刷力，控制

坡面径流，而且促进坡面植被朝向立体的群落结构发展，形成稳定的边坡植被。经植物修复

2.5‑4个月后，灌木植物高度可达45‑80cm，与下层植物组合，覆盖度95%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对本发明的较优的实施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9] 针对土质边坡或者土壤层厚度达到12cm以上的边坡，通过人工穴植节上生根的匍

匐性植物，如蟛蜞菊、狗牙根、小叶铺地榕、铜钱草、假花生、积雪草、黄花酢浆草、三点金等，

以上植物作为边坡绿化地被层植物或下层植物，匍匐性和分蘖能力非常强，通过茎节繁殖

和种子繁殖，能够迅速覆盖土壤表层，而且茎节上逐节生根并扎到土壤层，使土壤层布满网

状的根系网，水土保持效果非常好。主要采用茎节扦插或者种子播种，种植密度为茎节（3‑5

条/穴）或者种子（4‑6粒/穴），穴间距为20‑30cm。2.5‑4个月后，坡面覆盖率达到95%以上。匍

匐性植物可以快速形成坡面地被层植被，即下层植被，同时这些植物茎节可以节节生根，扎

进土壤层并形成密集的根系网，起到很强的保水固土作用，改善土壤生态环境。

[0020] 同时在匍匐性地被层间按照一定的距离插入管直径10‑30cm、长30‑40cm的种植圆

管，圆管露出地面10‑15cm，圆管下端的1/3‑1/2位置带细孔（孔径4‑8mm），该圆管主要用于

种植高度先锋灌木植物，如冬红、桃金娘、春花、野牡丹、簕杜鹃、希美丽、夹竹桃、山毛豆、猪

屎豆、多花木蓝、双荚槐等，以上植物作为边坡绿化灌木层植物或上层植物，喜光、耐旱、耐

贫瘠，且生长快，分蘖能力强，属于阳性先锋灌木植物，与节上生根的匍匐性地被植物组合，

形成一种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强、景观效果好的边坡植被类型。种植方式为：一是提前用圆管

培育好的一体化种苗，可以在坡面直接挖孔放置或者利用钢筋、铆钉等固定圆管；二是先将

圆管在坡面固定好，然后将培育好的灌木植物种苗（苗高10‑20cm）直接种植在圆管内，管内

灌木种植密度约1‑2株。2.5‑4个月后，灌木植物高度可达45‑80cm，与下层植物组合，覆盖度

95%以上。

[0021]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进行说明。

[0022] 实施例1

本实施例在边坡采用冬红（先锋灌木植物）+蟛蜞菊（节上生根的匍匐性植物）的种

植组合方式。

[0023] 其中冬红采用扦插苗种植，苗高20‑30cm，种植时剪掉幼枝和嫩芽，仅留2‑3个分

枝，种植株行距为30cm×30cm或40cm×40cm。经过2‑3个月生长，冬红萌发的新枝条达到4‑6

个，单个枝条的生长长度达到60‑100cm，冠幅达到（40cm‑60cm）×（40cm‑80cm），覆盖坡面效

果好，每平米的灌木覆盖度达到90%以上。蟛蜞菊作为坡面地表直接覆盖植物，该植物采用

茎条直接扦插种植，每穴扦插3‑4根，株行距为（10cm‑15cm）×（20cm‑30cm），种植后植物生

根能力强，而且逐节定根并分蘖生长，自我扩繁能力强，经过1.5‑2个月，蟛蜞菊几乎全覆盖

坡面，即坡面植被覆盖率约100%，而且该植物全年几乎开花，水土保持和边坡景观效果较

好。

[0024]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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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在边坡采用冬红（先锋灌木植物）+铜钱草（节上生根的匍匐性植物）的组

合种植方式。

[0025] 其中冬红采用扦插苗种植，苗高20‑30cm，种植时剪掉幼枝和嫩芽，仅留2‑3个分

枝，种植株行距为30cm×30cm或40cm×40cm。经过2‑3个月生长，冬红萌发的新枝条达到4‑6

个，单个枝条的生长长度达到80‑120cm，冠幅达到（40cm‑60cm）×（40cm‑80cm），覆盖坡面效

果好，每平米的灌木覆盖度达到90%以上。铜钱草作为坡面地表直接覆盖植物，该植物采用

分株苗进行种植，每穴种植5‑6根，株行距为（15cm‑20cm）×（15cm‑20cm），种植后植物定根

能力强，依靠走茎在坡面逐节发根并分蘖生长，自我扩繁能力强，经过2‑3个月，铜钱草几乎

全覆盖坡面，使坡面植被覆盖率达到96%以上，形成较好的水土保持和边坡景观效果。

[0026] 实施例3

本实施例在边坡采用车轮梅（先锋灌木植物）+铺地榕（节上生根的匍匐性植物）的

组合种植方式。

[0027] 其中车轮梅采用实生苗种植，苗高20‑30cm，无分枝，种植时剪掉顶芽，促进萌发侧

枝，种植株行距为20cm×20cm或30cm×30cm。经过2‑3个月生长，车轮梅侧芽不断生长，萌发

的新枝条达到3‑6个，单个枝条的生长长度约15‑30cm，冠幅达到（30cm‑40cm）×（30cm‑

40cm），覆盖坡面效果好，每平米的灌木覆盖度达到90%以上。铺地榕作为坡面地表直接覆盖

植物，直接采用扦插苗进行种植，无分枝，每穴种植1株，株行距为（15cm‑20cm）×（15cm‑

20cm），种植后生长和定根快，依靠茎基部和走茎分蘖，在坡面逐节发根并分蘖生长，自我扩

繁能力强，经过2‑3个月，铺地榕新萌发的匍匐茎达到6‑8条，大部分茎可长到40‑80cm，植株

覆盖地表极强，坡面地被覆盖率达到96%以上，水土保持和边坡景观效果都较好。

[0028]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3330966 A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