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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高山湿地上进行泥炭藓

种植恢复的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S1：选择种植

用地，并对所述种植用地进行整理；S2：从泥炭藓

的原生地采集泥炭藓，取其上方端5-10cm的部

分，得到待种植的泥炭藓；S3：所述待种植的泥炭

藓种植于所述种植用地上；S4：用覆盖物覆盖种

植好的泥炭藓；S5：等待所述泥炭藓生长。本发明

应用一种创新高效的移植方法，该方法泥炭藓用

量小，且对原生地无破坏作用，成活率高，生长

快，在短时间内可以得到较高的产量。同时本发

明采用新型覆盖物(玉米秸秆或遮阴网)代替稻

草，在就地取材降低成本的同时，泥炭藓的生长

效果也显著优于使用稻草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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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高山湿地上进行泥炭藓种植恢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选择种植用地，并对所述种植用地进行整理，具体为:

S1.1：对所述种植用地进行平整处理；

S1.2：在所述种植用地周围设置一级水沟；

S1.3：在所述种植用地内设置二级水沟；

所述二级水沟深0.15-0.4m，宽0.1-0.4m，并且将所述种植用地分成2m×2m的子区域，

所述子区域分成10-30cm×10-30cm的有间隔的次子区域；

在种植期间，维持所述种植用地的水位不超过所述一级水沟和二级水沟的顶部，并且

水面距所述一级水沟和二级水沟的顶部不大于20cm；

S2：从泥炭藓的原生地采集泥炭藓，取其上方端5-10cm的部分，得到待种植的泥炭藓；

S3：所述待种植的泥炭藓种植于所述种植用地上；

将所述待种植的泥炭藓种植于所述种植用地上时，每个次子区域中种植一束所述待种

植的泥炭藓，以6株为一束，每亩所述种植用地种植42kg鲜重的所述待种植泥炭藓；

S4：用覆盖物覆盖种植好的泥炭藓，所述覆盖物为玉米秸秆或黑色遮阴网，所述黑色遮

阴网通过支持物固定于0.5-1.5m的高度，覆盖层数为1-4层；

S5：等待所述泥炭藓生长；

所述种植用地为海拔1600-2000m的亚热带山地，并且土壤的pH为3.5-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水沟深0.4-1m，宽0.3-0.6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玉米秸秆的用量为0.2-1.0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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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高山湿地上进行泥炭藓种植恢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经济作物种植及生态恢复领域，更特别地，涉及一种在高山湿地上进

行泥炭藓种植恢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泥炭藓(sphagnum  palustre)属于苔藓纲泥炭藓科植物，是积累泥炭的重要植物。

泥炭藓自身含有的泥炭藓酚、丁香醛及多种酶有收敛和杀菌作用，可作药用以促进伤口愈

合。泥炭藓泥炭也因其独特的结构而在现代农业和花卉园艺业以及废水处理中应用广泛。

此外，泥炭藓湿地具有调节气候，调控水流量，供应水资源以及生物栖息地的功能，同时是

研究古气候变迁的“样本”。近年来，随着生态旅游热的兴起，一些泥炭藓湿地成为重要的旅

游热点地区。因此，泥炭藓湿地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社会价值。

[0003] 在我国泥炭藓湿地主要集中分布于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若尔盖高原等地。在西

南海拔较高的山间盆地与积水洼地区域，由于气候冷湿，也常常形成斑块状分布的高山泥

炭藓湿地。然而，在这些区域盲目开垦湿地种植高山蔬菜或者乱挖滥采泥炭藓外运牟利呈

普遍趋势，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这些湿地受到强烈的人为干扰，导致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源

受到严重破坏，泥炭藓湿地生态系统发生显著变化，退化成沼泽草甸。因此，开展高山泥炭

藓湿地的生态恢复研究，探索建立人工种植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0004] 欧洲和北美是泥炭藓湿地恢复的两大研究中心，然而其恢复过程主要是在已经开

采的泥炭地上进行，使得泥炭藓恢复的地域范围受到限制，且恢复时间较长；而国内的人工

恢复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0005] 1.将泥炭藓作为基质培养床，在泥炭藓培养床上再种植泥炭藓；

[0006] 2.将泥炭藓从原生地连同底部土壤整块移植到种植地；

[0007] 3.将泥炭藓从原生地连同底部死亡植株部分整根扯出，移植到种植地。

[0008] 这些方法的缺点在于从原生地采集泥炭藓量大，尤其是方法2、3，对泥炭藓原生地

的破坏十分严重。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移植泥炭藓的方法，使得对原生地无破坏作用，成活

率高，生长快，在短时间内可以得到较高的产量。此外，这些方法在泥炭藓种植后，一般不进

行覆盖处理，或者沿用国外的传统方法使用稻草作为覆盖物，然而在我国许多山区很难获

取大量稻草，因此需要找到合适的覆盖物来替代稻草进行覆盖。

发明内容

[0009]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高山湿地上进行泥炭藓种植恢复的方法，

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选择种植用地，并对所述种植用地进行整理；

[0011] S2：从泥炭藓的原生地采集泥炭藓，取其上方端5-10cm的部分，得到待种植的泥炭

藓；

[0012] S3：所述待种植的泥炭藓种植于所述种植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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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S4：用覆盖物覆盖种植好的泥炭藓；

[0014] S5：等待所述泥炭藓生长。

[0015] 通过以上方法，从原生地采取的泥炭藓只剪取上部10cm左右作为移植材料，经后

期实验证明，下部的泥炭藓仍可以存活，且能够分化较多的头状枝。因此，本技术在节省泥

炭藓用量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泥炭藓原生地的破坏。

[0016] 进一步地，S1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1.1：对所述种植用地进行平整处理；

[0018] S1.2：在所述种植用地周围设置一级水沟；

[0019] S1.3：在所述种植用地内设置二级水沟。

[0020] 进一步地，所述一级水沟深0.4-1m，宽0.3-0.6m。

[0021] 进一步地，所述二级水沟深0.15-0.4m，宽0.1-0.4m，并且将所述种植用地分成2m

×2m的子区域。

[0022] 进一步地，所述子区域分成10-30cm×10-30cm的有间隔的次子区域，将所述待种

植的泥炭藓种植于所述种植用地上时，每个次子区域中种植一束所述待种植的泥炭藓，以

5-7株为一束，每亩所述种植用地种植36-400kg鲜重的所述待种植泥炭藓。

[0023] 通过以上整地和挖渠有利于维持水位和田间管理。将泥炭藓以多株成束种植，既

能保证成活率，又能控制种植密度，有利于节约泥炭藓用量和种植用地面积，提高光合效

率。

[0024] 进一步地，所述覆盖物为玉米秸秆或黑色遮阴网。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玉米秸秆的用量为0.2-1.0kg/m2。

[0026] 进一步地，所述黑色遮阴网的通过支持物固定于0.5-1.5m的高度，覆盖层数为1-4

层。

[0027] 传统技术采取的稻草覆盖物并不是山区的主要经济农作物，很难大量获取。

[0028] 使用山地农作物玉米秸秆作为稻草的替代物，就地取材的同时，节约了大量成本，

也使得玉米秸秆得到了更合理的利用。此外，玉米秸秆在泥炭藓扩展的同时也慢慢分解，成

为泥炭藓的肥料；

[0029] 采用黑色遮阴网作为稻草的另一种替代物，并且区别于将遮阴网直接覆盖在泥炭

藓上面，本技术将泥炭藓固定在高度为0.5-1.5m的木桩上。在提供遮阴的同时也保证了良

好的透气性，且方便对泥炭藓生长情况的观察及除草等其他活动。

[0030] 使用的遮阴网及玉米覆盖下的杂草生长较少，不需要频繁的去除杂草，一般2-3月

去除一次即可，节约了大量人力成本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泥炭藓的干扰。

[0031] 进一步地，在种植期间，维持所述种植用地的水位不超过所述一级水沟和二级水

沟的顶部，并且水面距所述一级水沟和二级水沟的顶部不大于20cm。本技术采取两级水沟

供水模式，在外围设置一级水沟(大水沟)，在各个子区域之间设置二级水沟(小水沟)，使得

田间水均匀分布，更有利于泥炭藓生长。水位的控制使泥炭藓既能得到充足的水源，又不会

因为水过多而腐烂。

[0032] 进一步地，所述种植用地为海拔1600-2000m的亚热带山地，并且土壤的pH为3.5-

7。泥炭藓适于生长在偏酸性土壤中，并且泥炭藓恢复区域为海拔较高且无法进行农业利用

的山间低洼废弃地，在进行湿地生态恢复的同时，也有效地增加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576722 B

4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使用遮阴网、玉米秸秆和稻草覆盖种植泥炭藓15个月后的成活率统计图；

[0034] 图2为使用遮阴网、玉米秸秆和稻草覆盖种植泥炭藓15个月后的泥炭藓的覆盖面

积统计图；

[0035] 图3为使用遮阴网、玉米秸秆和稻草覆盖种植泥炭藓15个月后的头状枝数量统计

图；

[0036] 图4为使用遮阴网、玉米秸秆和稻草覆盖种植泥炭藓15个月后的生物量统计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实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38] 实施例1使用玉米秸秆的种植恢复方法

[0039] 使用玉米秸秆的高山湿地泥炭藓的种植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40] 1)选择海拔1600-2000m的亚热带山地中偏酸性土壤(pH为3.5-7)的废弃地；

[0041] 2)将杂草除去后，对田地进行平整，然后在田地四周挖一级水沟，水沟深0.5m，宽

0.4m；

[0042] 3)将田地分成2m×2m的小块试验田，各试验田之间挖掘二级水沟，水沟深0.2m，宽

0.1m，最后整块田地呈网格状；

[0043] 4)从原生地采集泥炭藓，用剪刀剪取上去10cm，将泥炭藓按照6株分成一小束；

[0044] 5)各2m×2m试验田以25cm×30cm的间距分割成若干小块，每个小块种植一束泥炭

藓，平均每亩泥炭藓用量为42kg(以鲜重计)；

[0045] 6)使用玉米秸秆作为稻草的替代物，玉米秸秆的用量为0.2～1.0kg/m2，均匀覆

盖；

[0046] 7)同时使用稻草覆盖物作为对照，稻草均匀覆盖，覆盖量与玉米覆盖量相同；

[0047] 8)将田间平均地下水位维持在0～-20cm，下雨时需要及时排水；

[0048] 15个月后，如图1-4所示，玉米秸秆覆盖的泥炭藓成活率达到97％以上，面积扩展

为最初的3倍，头状枝数量增长至最初的10倍，生物量增长为最初的6倍。生长效果显著优于

稻草覆盖的泥炭藓。

[0049] 实施例2使用黑色遮阴网的种植方法

[0050] 使用黑色遮阴网的高山湿地泥炭藓的种植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51] 1)选择海拔1600-2000m的亚热带山地中偏酸性土壤(pH为3.5-7)的废弃地；

[0052] 2)将杂草除去后，对田地进行平整，然后在田地四周挖一级水沟，水沟深0.5m，宽

0.4m；

[0053] 3)将田地分成2m×2m的小块试验田，各试验田之间挖掘二级水沟，水沟深0.2m，宽

0.1m，最后整块田地呈网格状；

[0054] 4)从原生地采集泥炭藓，用剪刀剪取上去10cm，将泥炭藓按照6株分成一小束；

[0055] 5)各2m×2m试验田以25cm×30cm的间距分割成若干小块，每个小块种植一束泥炭

藓，平均每亩泥炭藓用量为42kg(以鲜重计)；

[0056] 6)使用黑色遮阴网将泥炭藓覆盖，覆盖层数为1-4层，用铁丝将遮阴网固定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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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5-1.5m的木桩上；

[0057] 7)同时使用稻草覆盖物作为对照，稻草均匀覆盖，覆盖量为0.2-1.0kg/m2；

[0058] 8)将田间平均水位维持在0～-20cm，下雨时需要及时排水；

[0059] 结果如图1-4所示，15个月后，黑色遮阴网覆盖的泥炭藓成活率达到95％以上，面

积扩展为最初的5倍，头状枝数量增长至最初的8倍，生物量增长为最初的6倍。生长效果显

著优于稻草覆盖的泥炭藓。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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