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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平整栽种地；（2）处理种

植穴；（3）填充营养基质；（4）移栽沙棘栽种苗；

（5）覆土盖膜。本发明方法可有效提升栽种苗的

成活率和植被恢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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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常规方法修整需修复的种植地；

(2)在种植地地表上挖掘种植穴，并用水将其浇透；种植穴之间间距为40～50cm，种植

深度为20～30cm，穴口孔径为5～10cm；

(3)在种植穴中填充pH值为5～6的营养基质，营养基质的添加量为种植穴深度的1/2～

2/3，在填充前采用消毒液对营养基质消毒40～48h；营养基质包括腐殖质、蛭石、有机肥和

保水剂，其中腐殖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的重量比为2～4:1～2:3～5:0.5～2；所述保水

剂包括丙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其中丙烯酸、丙烯酰胺、淀

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的重量比为15:2:3.5:1.4:0.3；

(4)将移栽的沙棘生苗于生根液中浸泡10～15h，然后在营养基质上端填埋3～5cm厚的

砂砾土，再将沙棘移栽至砂砾土内，使其根部接触到营养基质，然后再就地取土，填平种植

穴；

(5)再将生根液和消毒液以体积比为1:1的比例混合，浇灌到种植穴内，至其湿透为止，

然后在种植穴上覆盖地膜，使沙棘自然生长，即可完成植被修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腐

殖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的重量比为2:2:3.5:1.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

有机肥为N、Ca、K、P比例为0.5:1.5:0.8:0.6的复合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消

毒液为有效成分含量为50％的甲基托布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生

根液浓度为100～200ppm，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ABT生根粉3～8份、吲哚丁酸10～15份、维生素B2  1～2份、葡萄糖2～5份、银杏叶1～5

份、苦参2～5份和三七茎叶8～12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根液的制备

方法为：

a、按配方分别称取子银杏叶、苦参和三七茎叶，晒干，混合，粉碎至50～100目，用无菌

水将其完全溶解；

b、按配方分别称取维生素B2、葡萄糖，然后用无菌水将其溶解；

c、用体积分数为90％的酒精将ABT生根粉、吲哚丁酸完全溶解；

d、将步骤a、步骤b和步骤c中所得溶液混匀，最后加无菌水调节其浓度为100～2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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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被修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西北地区煤矿开采、公路及铁路等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产生大量岩土创

面，加之西北地区土地沙化严重、水土资源短缺、风蚀与水蚀强烈，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由于我国西北地区多数立地干旱少雨、土地瘠薄，致使大部分地区直接栽种乔木难于成活

或成小老头树，植被成活率低、生态功能弱、综合效益差，对工程创面或自然退化地进行植

被重建与生态恢复相当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可有

效解决干旱少雨地区植被移栽成活率低、植被恢复困难的问题。

[0004] 一种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按常规方法修整需修复的种植地；

[0006] （2）在种植地地表上挖掘种植穴，并用水将其浇透；种植穴之间间距为40~50cm，种

植穴深度为20~30cm，穴口孔径为5~10cm；

[0007] （3）在种植穴中填充pH值为5~6的营养基质，营养基质的添加量为种植穴深度的1/

2~2/3，在填充前采用消毒液对营养基质消毒40~48h；营养基质包括腐殖质、蛭石、有机肥和

保水剂，其中腐殖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的重量比为2~4:1~2:3~5:0.5~2；

[0008] （4）将移栽的沙棘生苗于生根液中浸泡10~15h，然后在营养基质上端填埋3~5cm厚

的砂砾土，再将沙棘移栽至砂砾土内，使其根部接触到营养基质，然后再就地取土，填平种

植穴；

[0009] （5）再将生根液和消毒液以体积比为1:1的比例混合，浇灌种植穴，至其湿透为止，

然后在种植穴上覆盖地膜，使沙棘自然生长，即可完成植被修复。

[0010] 进一步地，步骤（3）中腐殖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的重量比为2:2:3.5:1.5。

[0011] 进一步地，步骤（3）中有机肥为N、Ca、K、P比例为0.5:1.5:0.8:0.6的复合肥。

[0012] 进一步地，步骤（3）中保水剂包括丙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

丙烯酰胺，其中丙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的重量比为15:2:

3.5:1.4:0.3。

[0013] 进一步地，步骤（3）中消毒液为有效成分含量为50%的甲基托布津。

[0014] 进一步地，步骤（4）中生根液浓度为100~200ppm，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ABT生

根粉3~8份、吲哚丁酸10~15份、维生素B2  1~2份、葡萄糖2~5份、银杏叶1~5份、苦参2~5份和三

七茎叶8~12份。

[0015] 进一步地，上述生根液通过以下方法制备得到：

[0016] a、按配方分别称取子银杏叶、苦参和三七茎叶，晒干，混合，粉碎至50~100目，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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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水将其完全溶解；

[0017] b、按配方分别称取维生素B2、葡萄糖，然后用无菌水将其溶解；

[0018] c、用体积分数为90%的酒精将ABT生根粉、吲哚丁酸完全溶解；

[0019] d、将步骤a、步骤b和步骤c中所得溶液混匀，最后加无菌水调节其浓度为100~
200ppm。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本发明通过开设椭圆形种植穴，在保水剂的配合下，可有效提升种植穴的保水

能力，以应对干旱少雨地区水资源匮乏的问题；同时，椭圆形的种植穴在沙棘生长前期具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降低风沙对沙棘树苗的侵蚀。

[0022] 2、通过浸泡生根液和填充营养基质的方式，可提升沙棘栽种苗的生根速度，为沙

棘栽种苗的前期生长发育提供营养；同时，在有机肥的配合下，还可加快沙棘栽种苗在土壤

中的扎根速度，可提升沙棘栽种苗的成活率和植被恢复率。

[0023] 3、生根液中的银杏叶和苦参具有杀菌、抑制有害病原菌生长的作用，再与消毒液

配合，可有效避免沙棘生长过程中被病原菌感染，提升沙棘的成活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描述，以便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本发

明，但应该清楚，本发明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的范围，对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只要各种变化在所附的权利要求限定和确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这些变化是显而易

见的，一切利用本发明构思的发明创造均在保护之列。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按常规方法修整需修复的种植地；

[0028] （2）在种植地地表上挖掘种植穴，并用水将其浇透；种植穴之间间距为50cm，种植

穴深度为25cm，穴口孔径为8cm；

[0029] （3）在种植穴中填充pH值为5.4的营养基质，营养基质的添加量为种植穴深度的1/

2，在填充前采用有效成分含量为50%的甲基托布津对营养基质消毒48h；营养基质包括腐殖

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其中，腐殖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的重量比为2:2:3.5:1.5；

[0030] 上述保水剂包括丙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其中，

丙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的重量比为15:2:3.5:1.4:0.3。

[0031] （4）将移栽的沙棘于浓度为180ppm的生根液中浸泡12h，然后在营养基质上端填埋

5cm厚的砂砾土，再将沙棘移栽至砂砾土内，使其根部接触到营养基质，然后再就地取土，填

平种植穴；

[0032] 上述生根液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ABT生根粉3份、吲哚丁酸10份、维生素B2  1份、

葡萄糖2份、银杏叶1份、苦参2份和三七茎叶8份；其制备方法如下：

[0033] a、按配方分别称取子银杏叶、苦参和三七茎叶，晒干，混合，粉碎至100目，用无菌

水将其完全溶解；

[0034] b、按配方分别称取维生素B2、葡萄糖，然后用无菌水将其溶解；

[0035] c、用体积分数为90%的酒精将ABT生根粉、吲哚丁酸完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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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d、将步骤a、步骤b和步骤c中所得溶液混匀，最后加无菌水调节其浓度为180ppm。

[0037] （5）再将生根液和消毒液以体积比为1:1的比例混合，浇灌种植穴，至其湿透为止，

然后在种植穴上覆盖地膜，使沙棘自然生长，即可完成植被修复。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种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按常规方法修整需修复的种植地；

[0041] （2）在种植地地表上挖掘种植穴，并用水将其浇透；种植穴之间间距为50cm，种植

穴深度为25cm，穴口孔径为8cm；

[0042] （3）在种植穴中填充pH值为5.4的营养基质，营养基质的添加量为种植穴深度的3/

5，在填充前采用有效成分含量为50%的甲基托布津对营养基质消毒40h；营养基质包括腐殖

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其中，腐殖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的重量比为2:1:3:0.5；

[0043] 上述保水剂包括丙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其中丙

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的重量比为15:2:3.5:1.4:0.3。

[0044] （4）将移栽的沙棘苗于浓度为200ppm的生根液中浸泡10h，然后在营养基质上端填

埋5cm厚的砂砾土，再将沙棘苗移栽至砂砾土内，使其根部接触到营养基质，然后再就地取

土，填平种植穴；

[0045] 上述生根液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ABT生根粉8份、吲哚丁酸15份、维生素B2  2份、

葡萄糖5份、银杏叶5份、苦参5份和三七茎叶12份；其制备方法如下：

[0046] a、按配方分别称取子银杏叶、苦参和三七茎叶，晒干，混合，粉碎至50目，用无菌水

将其完全溶解；

[0047] b、按配方分别称取维生素B2、葡萄糖，然后用无菌水将其溶解；

[0048] c、用体积分数为90%的酒精将ABT生根粉、吲哚丁酸完全溶解；

[0049] d、将步骤a、步骤b和步骤c中所得溶液混匀，最后加无菌水调节其浓度为200ppm。

[0050] （5）再将生根液和消毒液以体积比为1:1的比例混合，浇灌种植穴，至其湿透为止，

然后在种植穴上覆盖地膜，使沙棘自然生长，即可完成植被修复。

[0051] 实施例3

[0052] 一种干旱少雨地区植被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1）按常规方法修整需修复的种植地；

[0054] （2）在种植地地表上挖掘种植穴，并用水将其浇透；种植穴之间间距为50cm，种植

穴深度为25cm，穴口孔径为8cm；

[0055] （3）在种植穴中填充pH值为5.4的营养基质，营养基质的添加量为种植穴深度的1/

2，在填充前采用有效成分含量为50%的甲基托布津对营养基质消毒45h；营养基质包括腐殖

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其中，腐殖质、蛭石、有机肥和保水剂的重量比为4:1:5:1；

[0056] 上述保水剂包括丙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其中，

丙烯酸、丙烯酰胺、淀粉、糊精和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的重量比为15:2:3.5:1.4:0.3。

[0057] （4）将移栽的沙棘苗于浓度为100ppm的生根液中浸泡12h，然后在营养基质上端填

埋5cm厚的砂砾土，再将沙棘苗移栽至砂砾土内，使其根部接触到营养基质，然后再就地取

土，填平种植穴；

[0058] 上述生根液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ABT生根粉5份、吲哚丁酸12份、维生素B2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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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3.5份、银杏叶2.5份、苦参4份和三七茎叶10份；其制备方法如下：

[0059] a、按配方分别称取子银杏叶、苦参和三七茎叶，晒干，混合，粉碎至50~100目，用无

菌水将其完全溶解；

[0060] b、按配方分别称取维生素B2、葡萄糖，然后用无菌水将其溶解；

[0061] c、用体积分数为90%的酒精将ABT生根粉、吲哚丁酸完全溶解；

[0062] d、将步骤a、步骤b和步骤c中所得溶液混匀，最后加无菌水调节其浓度为100ppm。

[0063] （5）再将生根液和消毒液以体积比为1:1的比例混合，浇灌种植穴，至其湿透为止，

然后在种植穴上覆盖地膜，使沙棘自然生长，即可完成植被修复。

[0064] 对比例1

[0065] 与实施例1相比，步骤（3）中缺少保水剂，步骤（4）中缺少浸泡生根液过程，其余过

程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66] 对比例2

[0067] 在培育沙棘幼苗的过程中，采用常规方法进行整地、种植、浇水以及病虫害管理。

[0068] 检测

[0069] 选取150株健康的沙棘幼苗，均分为3组，分别采用实施例1、对比例1和对比例2所

述方法进行培育，待沙棘树苗生长旺盛后检测沙棘幼苗成活率；经检测，采用实施例1方法

培育的沙棘幼苗，成活率为97%，对比例1培育的沙棘幼苗的成活率为72%，对比例2培育的沙

棘幼苗的成活率仅为48%，由上数据可知，实施例1的成活率均高于对比例1和对比例2；由此

可见，只有在保水剂、生根液以及实施例1所述方法的配合下，才能提升沙棘幼苗的成活率，

提升植被修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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