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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及其种植

方法，属于石质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技术领域，

主要解决在困难立地条件下的生态修复的问题；

包括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包括乔木和/或

灌木和/或花草和/或爬藤植物，其特点是：所述

乔木是采用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的乔木；所述

灌木、花草或爬藤植物是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

育苗技术培育的灌木，所述乔木连同秸秆育苗钵

植入在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充分利用现有

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回填、

凿窝等层级复绿技术进行开挖的植树坑内；所述

灌木连同秸秆育苗棒植入在依据石质山体破损

面现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充分利用

现有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的复绿技术进行

开挖的植树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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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包括乔木(3)和/或灌木(4)和/或花草和/或爬藤植物，其

特征是：所述乔木(3)是采用秸秆育苗钵(2)集约化定植的乔木；所述灌木(4)、花草或爬藤

植物是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灌木(4)，所述乔木(3)连同秸秆育苗钵(2)

植入在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型地貌，

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回填、凿窝等层级复绿技术进行开挖的植树坑内；所述灌木(4)

连同秸秆育苗棒(5植入在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充分利

用现有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回填、凿窝等层级复绿技术进行开挖的植

树坑内；所述石质山体1自然形成的台阶1-1或人工整地形成的台阶(1-1)上种植乔木(3)，

小于65°坡面，采用乔+灌+草+藤相结合；大于65°坡面，采用灌+草+藤相结合，所述灌+草+藤

相结合，是指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灌木、花草、爬藤植物。

2.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其特征是：所述灌木(4)及爬藤植物培

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为内切圆直径为100mm～200mm，长度为150mm～300mm；花草培育

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为内切圆直径为80mm～120mm，长度为100mm～150mm。

3.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其特征是：所述灌木(4)为柠条、紫穗槐

及本土根系发达的宜生灌木等；所述花草为早熟禾、紫花苜蓿、高羊茅、格桑花；爬藤植物为

地锦、爬山虎、紫藤、爬藤月季。

4.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其特征是：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基质

为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微生物菌肥、生根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5.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其特征是：秸秆育苗钵规格为上口直径

320～400mm，高度220～320mm，下底直径220～300mm，壁厚15～20mm。

6.依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其特征是：乔木为耐干旱贫瘠、适用性

强；根系发达，能固持土壤；涵养水分；生命力强，管理粗放；生长迅速，分枝稠密的乡土树

种，高度1.0～1.2m或地径≤4cm，带土球，如油松、金叶榆、火炬、新疆杨、侧柏、山桃、山杏。

7.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种植方法，其特点是：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采用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技术定植乔木；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规格选用：上口直径320～400mm，高度220～320mm，下底直径

220～300mm，壁厚15～20mm；

所述步骤1中，乔木选择耐干旱贫瘠、适用性强；根系发达，能固持土壤；涵养水分；生命

力强，管理粗放；生长迅速，分枝稠密的乡土树种，高度1.0～1.2m或地径≤4cm，带土球，如

油松、金叶榆、火炬、新疆杨、侧柏、山桃、山杏等；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基质选用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微生

物菌肥、生根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方式采用：选择工程所在地周围较为平整且具备

浇水条件的场地，人工平整场地；为防止定植苗木根系穿透秸秆育苗钵钵壁进入土壤，在平

整好的场地上，铺设大棚膜，然后再将定植好的秸秆育苗钵苗整齐的摆放于大棚膜上，每隔

2～3m预留浇水通道；

所述步骤1中，乔木定植时间为2～3个月，待根系已完全修复，新的根系网已经形成，钵

苗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时就具备了移栽条件；

第二步，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育根系较为发达的灌木及花草、爬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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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步骤2中，灌木及爬藤植物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选用内切圆直径为100mm

～200mm，长度为150mm～300mm；花草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选用内切圆直径为80mm

～120mm，长度为100mm～150mm；

所述步骤2中，根系发达的灌木选择柠条、紫穗槐等；花草选择早熟禾、紫花苜蓿、高羊

茅、格桑花等；爬藤植物选择地锦、爬山虎、紫藤、爬藤月季等；

所述步骤2中，灌木、爬藤植被培育方式采用将裸根苗移栽至秸秆育苗棒；花草采用将

种子直接种植于秸秆育苗棒；

所述步骤2中，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基质选用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微生

物菌肥、生根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所述步骤2中，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方式采用：选择工程所在地周围较为平整且具备

浇水条件的场地，人工整地成宽度为2～3m，长度为4～6m的条带，四周起垄，垄高20～30cm，

垄内铺设大棚膜，垄外四周将大棚膜进行压实固定；将播种好或者移栽好的秸秆育苗棒(棒

苗)整齐的摆放在条带内，棒与棒之间间隔1厘米的间距；浇水采用根际供水，即将水直接灌

溉于条带内；育苗时视移栽季节及植物生产需要可灵活选择搭建塑料拱棚；

所述步骤2中，灌木、爬藤植被生长至30cm以上且枝叶茂盛时就具备了移栽的条件；花

草生长至5cm以上时就具备了移栽的条件；

第三步，根据修复区地质结构、坡度及周边设施等，因地制宜采取机械或者人工整地方

案，清除不稳定岩石、裂缝等，消除安全隐患；

第四步，为减少对原有坡面及植被的破坏，本发明不采用机械二次整坡，充分利用现有

的地型地貌直接开挖植树坑；

所述步骤4中，不采用标准的株行距，而是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因势利导、因地制

宜、灵活多样创造性地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回填、凿窝等

层级复绿技术；

所述步骤4中，原则上在保证施工及养护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工整地，整地平台凑集1

平方米以上者，栽植乔木，点缀灌木及花草；整地平台小于1平方米者，栽植灌木及花草；小

于65°坡面，采用乔+灌+草+藤相结合，大于65°坡面，采用灌+草+藤相结合；

所述步骤4中，乔木植树坑规格为：60×60×60cm，灌木、花草、爬藤植被植树坑规格为

30×30×30cm；

所述步骤4中，植树坑开挖后，为有效保持水分，坑四周铺设地膜；

第五步，将已经定植或培育好的乔、灌木，花草、爬藤植被等与秸秆育苗容器(包括秸秆

育苗钵、秸秆育苗棒)一体移栽于植树坑内，并覆土压实；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一体栽植，无需去掉容器，秸秆育苗容器将不断分解，成

为植物根域有机物；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在移栽前应饱和吸水；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移栽后，直接将渣土回填，无需更换客土；

所述步骤5中，渣土回填后，扶正、踩实、浇水；

所述步骤5中，浇水完成后，覆盖大棚膜，并在膜上开十字口，在减少水分蒸发的同时亦

不影响养护期浇水渗透；

所述步骤5中，大棚膜上覆盖砂石减少水分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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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及其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石质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

被及其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世界范围内一般立地条件下的常规造林绿化技术已较为成熟，且取得了良好

的造林绿化效果，但在困难立地条件下的生态修复则远落后于林业和生态建设的要求。长

期以来，全球范围内针对各种困难立地的生态修复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取得了较

多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较多局限。由于土地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所形成的地形地貌等

立地类型差异变化很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修复需要因地制宜。许多困难立

地，如石质山体破损面等，因缺乏相应的生态修复关键技术而无法取得明显的造林绿化成

效，在人类日益重视生态环境的今天，留下了许多令人遗憾的荒山荒坡。特别是对陡坡、腹

地狭窄的破损山体生态治理效果非常不理想。

[0003] 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长期的过度开发，如道路修建、水利工程、旅游开发、

矿山开采等形成了大量的石质山体破损面。这些山体破损面的植被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山

石裸露，表土剥离，水土流失严重，安全隐患突出，严重影响了生态及投资环境，制约了当地

经济发展。伴随着我国生态建设及脱贫攻坚战役的打响，实施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工程，是

非常必要的。但是存在的现实困难亦显而易见：山体破损面尤其是煤矿、采石场、采沙场开

采形成的煤矿废弃地、石场废弃地等破损山体，因高、危、陡、缺土少水、施工难度大、技术要

求高等一系列限制因素，往往使管理机构及生态修复企业望而却步。

[0004] 石质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常见的方法就是挂网喷播技术、表层覆土技术及直接移

栽技术等，但是上述技术均存在较多缺陷：挂网喷播在北方效果欠佳，特别是石质山体，喷

播1年以后就开始出现严重退化及枯死现象，随之失去修复意义；表层客土回填，工程量大，

成本高。申请号CN201811181709.0公开了一种山体高陡破损面生态快速修复的方法。在山

体高陡破损面采用分层施工方法挖成台阶地形，所述预留保护层使用手持式风钻开挖施

工，然后通过人工剥离开挖至设计建基面，在建基面采用液压岩石破碎锤进行破碎开挖出

上口下底相等的种植穴，填入混有基肥的土壤，选用与山体破损面生态环境相似的植物进

行栽种，利于成活和后续养护。申请号CN201620289640.3公开了一种用于高陡边坡的绿化

结构。边坡体，边坡体外表面并沿边坡体高低方向和并沿边坡体水平方向均并列分布多个

种植孔，种植孔中种植有种植物，所述高低方向的相邻两个种植孔和所述水平方向的相邻

两个种植孔的间隔距离相等，在沿边坡体水平方向的种植孔上侧对应安装有一根灌溉横水

管，灌溉横水管上开设有多个圆孔，每个圆孔与所述沿边坡体水平方向的种植孔相对应，圆

孔与种植孔通过滴管相连接。上述两种方法均为直接移栽技术，但是由于缺乏保证植被成

活的核心技术及蓄水保水措施，植被成活难以保证且施工及后期养护成本高，需要布设灌

溉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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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创新性的将秸秆育苗容器集成技术应用于石质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中，在

工程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应用。克服了传统技术存在的缺陷及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石质山

体破损面生态修复及施工方法。通过本发明修复后的石质山体破损面苗木栽植成活率显著

提高，修复区自然生态系统得到快速恢复。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包括乔木和/或灌木和/或花草和/或爬藤植物，其特点

是：所述乔木是采用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的乔木；所述灌木、花草或爬藤植物是采用秸秆

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灌木，所述乔木连同秸秆育苗钵植入在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

现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

回填、凿窝等层级复绿技术进行开挖的植树坑内；所述灌木连同秸秆育苗棒植入在依据石

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

的筑槽、围堰、回填、凿窝等层级复绿技术进行开挖的植树坑内；所述石质山体自然形成的

台阶或人工整地形成的台阶上种植乔木，小于65°坡面，采用乔+灌+  草+藤相结合；大于65°

坡面，采用灌+草+藤相结合，所述灌+草+藤相结合，是指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

育的灌木、花草、爬藤植物；

[0008] 所述灌木及爬藤植物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为内切圆直径为100mm～ 

200mm，长度为150mm～300mm；花草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为内切圆直径为80mm～

120mm，长度为100mm～150mm；

[0009] 所述灌木为柠条、紫穗槐及本土根系发达的宜生灌木等；所述花草为早熟禾、紫花

苜蓿、高羊茅、格桑花；爬藤植物为地锦、爬山虎、紫藤、爬藤月季；

[0010] 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基质为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微生物菌肥、生根

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0011] 秸秆育苗钵规格为上口直径320～400mm，高度220～320mm，下底直径220～ 

300mm，壁厚15～20mm；

[0012] 乔木为耐干旱贫瘠、适用性强；根系发达，能固持土壤；涵养水分；生命力强，管理

粗放；生长迅速，分枝稠密的乡土树种，高度1.0～1.2m或地径≤  4cm，带土球，如油松、金叶

榆、火炬、新疆杨、侧柏、山桃、山杏；

[0013] 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种植方法，其特点是：包括如下步骤：

[0014] 第一步，采用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技术定植乔木；

[0015]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规格选用：上口直径320～400mm，高度220～320mm，下底

直径220～300mm，壁厚15～20mm；

[0016] 所述步骤1中，乔木选择耐干旱贫瘠、适用性强；根系发达，能固持土壤；涵养水分；

生命力强，管理粗放；生长迅速，分枝稠密的乡土树种，高度1.0～  1.2m或地径≤4cm，带土

球，如油松、金叶榆、火炬、新疆杨、侧柏、山桃、山杏等；

[0017]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基质选用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

微生物菌肥、生根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0018]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方式采用：选择工程所在地周围较为平整且

具备浇水条件的场地，人工平整场地；为防止定植苗木根系穿透秸秆育苗钵钵壁进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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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整好的场地上，铺设大棚膜，然后再将定植好的秸秆育苗钵苗整齐的摆放于大棚膜上，

每隔2～3m预留浇水通道；

[0019] 所述步骤1中，乔木定植时间为2～3个月，待根系已完全修复，新的根系网已经形

成，钵苗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时就具备了移栽条件；

[0020] 第二步，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育根系较为发达的灌木及花草、爬藤

植物；

[0021] 所述步骤2中，灌木及爬藤植物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选用内切圆直径为

100mm～200mm，长度为150mm～300mm；花草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选用内切圆直径为

80mm～120mm，长度为100mm～150mm；

[0022] 所述步骤2中，根系发达的灌木选择柠条、紫穗槐等；花草选择早熟禾、紫花苜蓿、

高羊茅、格桑花等；爬藤植物选择地锦、爬山虎、紫藤、爬藤月季等；

[0023] 所述步骤2中，灌木、爬藤植被培育方式采用将裸根苗移栽至秸秆育苗棒；花草采

用将种子直接种植于秸秆育苗棒；

[0024] 所述步骤2中，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基质选用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

微生物菌肥、生根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0025] 所述步骤2中，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方式采用：选择工程所在地周围较为平整且

具备浇水条件的场地，人工整地成宽度为2～3m，长度为4～6m的条带，四周起垄，垄高20～

30cm，垄内铺设大棚膜，垄外四周将大棚膜进行压实固定；将播种好或者移栽好的秸秆育苗

棒(棒苗)整齐的摆放在条带内，棒与棒之间间隔1厘米的间距；浇水采用根际供水，即将水

直接灌溉于条带内；育苗时视移栽季节及植物生产需要可灵活选择搭建塑料拱棚；

[0026] 所述步骤2中，灌木、爬藤植被生长至30cm以上且枝叶茂盛时就具备了移栽的条

件；花草生长至5cm以上时就具备了移栽的条件；

[0027] 第三步，根据修复区地质结构、坡度及周边设施等，因地制宜采取机械或者人工整

地方案，清除不稳定岩石、裂缝等，消除安全隐患；

[0028] 第四步，为减少对原有坡面及植被的破坏，本发明不采用机械二次整坡，充分利用

现有的地型地貌直接开挖植树坑；

[0029] 所述步骤4中，不采用标准的株行距，而是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因势利导、因

地制宜、灵活多样创造性地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回填、凿

窝等层级复绿技术；

[0030] 所述步骤4中，原则上在保证施工及养护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工整地，整地平台

凑集1平方米以上者，栽植乔木，点缀灌木及花草；整地平台小于1  平方米者，栽植灌木及花

草；小于65°坡面，采用乔+灌+草+藤相结合，大于  65°坡面，采用灌+草+藤相结合；

[0031] 所述步骤4中，乔木植树坑规格为：60×60×60cm，灌木、花草、爬藤植被植树坑规

格为30×30×30cm；

[0032] 所述步骤4中，植树坑开挖后，为有效保持水分，坑四周铺设地膜；

[0033] 第五步，将已经定植或培育好的乔、灌木，花草、爬藤植被等与秸秆育苗容器(包括

秸秆育苗钵、秸秆育苗棒)一体移栽于植树坑内，并覆土压实；

[0034]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一体栽植，无需去掉容器，秸秆育苗容器将不断分

解，成为植物根域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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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在移栽前应饱和吸水；

[0036]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移栽后，直接将渣土回填，无需更换客土；

[0037] 所述步骤5中，渣土回填后，扶正、踩实、浇水；

[0038] 所述步骤5中，浇水完成后，覆盖大棚膜，并在膜上开十字口，在减少水分蒸发的同

时亦不影响养护期浇水渗透；

[0039] 所述步骤5中，大棚膜上覆盖砂石减少水分蒸发。

[004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1] 1、该发明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将秸秆育苗容器集成技术应用于石质山体破损面生

态修复中。采用该发明进行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一次栽植成活率极高，改变传统技术植被

覆盖速度慢的缺陷，

[0042] 2、山体破损面夏季辐射高、干燥、水分供给困难，加之一般多远离市中心，交通不

便，水源较少，对后期的养护管理十分不利。山体修复尤其是植物生长初期，对于水分的需

求较多，秸秆育苗容器自身具有良好的携水、贮水、保水功能，栽植前饱和吸水，栽植后水分

可缓慢释放，可保证苗木生长需要。在降低苗木栽植后养护成本的同时避免了在施工及养

护过程中的大量浇水现象，减少大量浇水造成的滑坡等安全隐患。同时坑四周及上部覆盖

覆膜，也减少了水分的流失。

[0043] 3、秸秆育苗容器可防止苗木根域水土流失。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面临的另一限制

因素就是：苗木根域水土易流失，栽植的植物常因缺乏持续的养分及水分供应而死亡。使用

秸秆育苗容器集成技术，容器壁对容器内的土壤、水分和根域起到区域性的保护作用，使根

域养分、水分不能流失，并能持续供应苗木生长所需。

[0044] 4、秸秆育苗容器定植及培育的乔、灌木均为护根苗，当林木成活后，根系不断生

长，能破壁伸出，并沿着石缝、空隙和枯枝落叶聚集区，向有水源和养分的地方不断伸展，不

断同化外界环境中的有用成分，使自身不断生长壮大，这个生长过程需要秸秆育苗容器内

的土壤不断提供养分和水分。

[0045] 5、秸秆育苗容器及内部基质自成“小环境”本身携带基质基本保证苗木前期生长，

伴随着植物的不断长大，在根系、微生物和水分、热量等环境因素作用下，秸秆育苗容器不

断分解，成为植物根域有机物，为植物生长壮大不断释放和提供养分。

[0046] 6、采用该发明，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技术方案植被配置采用乔、灌、草、藤相结合

的模式，乔灌木发达的根系，可以穿透建植层深入岩石裂缝中，形成建植层和岩层根系交织

的稳定结构，吸收深层水分，这有利于坡面的稳定；花草等对山体具有较好的覆盖、遮蔽效

果，同时可对坡面径流起到阻滞作用。

[0047] 7、采用该发明，山体破损面生态修复技术方案采用秸秆育苗钵与秸秆育苗棒相结

合的模式。灌木用秸秆育苗棒长度选用150mm-300mm，有利于诱导植物根系深延，花草用秸

秆育苗棒长度选用100mm-150mm，有利于诱导植物浅层根系广布。深根与浅根植物相结合有

利于植被营养吸收以及坡面的深浅层稳定，深层锚固，浅层加筋。

附图说明

[0048] 图1为本发明的纯乔木结构示意图；

[0049] 图2为本发明的纯灌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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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图3为本发明的坡面灌木缓坡或平坦面乔木的结构示意图。

[0051] 其中：1—石质山体；1-1—台阶；2—秸秆育苗钵；3—乔木；4—灌木；5  —秸秆育苗

棒。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包括乔木3和/或灌木4和/或花草

和/或爬藤植物，其特点是：所述乔木3是采用秸秆育苗钵2集约化定植的乔木；所述灌木4、

花草或爬藤植物是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灌木4，所述乔木3连同秸秆育苗

钵2植入在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型地

貌，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回填、凿窝等层级复绿技术进行开挖的植树坑内；所述灌木

4连同秸秆育苗棒5植入在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充分利

用现有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回填、凿窝等层级复绿技术进行开挖的植

树坑内；所述石质山体1自然形成的台阶1-1或人工整地形成的台阶1-1上种植乔木3，小于

65°坡面，采用乔+灌+草+藤相结合；大于  65°坡面，采用灌+草+藤相结合，所述灌+草+藤相

结合，是指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育的灌木、花草、爬藤植物；

[0053] 所述灌木及爬藤植物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为内切圆直径为100mm～ 

200mm，长度为150mm～300mm；花草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为内切圆直径为80mm～

120mm，长度为100mm～150mm；

[0054] 所述灌木4为柠条、紫穗槐；所述花草为早熟禾、紫花苜蓿、高羊茅、格桑花；爬藤植

物为地锦、爬山虎、紫藤、爬藤月季；

[0055] 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基质为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微生物菌肥、生根

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0056] 秸秆育苗钵规格为上口直径320～400mm，高度220～320mm，下底直径220～300mm，

壁厚15～20mm；

[0057] 乔木为耐干旱贫瘠、适用性强；根系发达，能固持土壤；涵养水分；生命力强，管理

粗放；生长迅速，分枝稠密的乡土树种，高度1.0～1.2m或地径≤  4cm，带土球，如油松、金叶

榆、火炬、新疆杨、侧柏、山桃、山杏；

[0058] 一种石质山体破损面植被种植方法，其特点是：包括如下步骤：

[0059] 第一步，采用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技术定植乔木；

[0060]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规格选用：上口直径320～400mm，高度220～  320mm，下

底直径220～300mm，壁厚15～20mm；

[0061] 所述步骤1中，乔木选择耐干旱贫瘠、适用性强；根系发达，能固持土壤；涵养水分；

生命力强，管理粗放；生长迅速，分枝稠密的乡土树种，高度1.0～  1.2m或地径≤4cm，带土

球，如油松、金叶榆、火炬、新疆杨、侧柏、山桃、山杏等；

[0062]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基质选用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

微生物菌肥、生根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0063] 所述步骤1中，秸秆育苗钵集约化定植方式采用：选择工程所在地周围较为平整且

具备浇水条件的场地，人工平整场地；为防止定植苗木根系穿透秸秆育苗钵钵壁进入土壤，

在平整好的场地上，铺设大棚膜，然后再将定植好的秸秆育苗钵苗整齐的摆放于大棚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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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2～3m预留浇水通道；

[0064] 所述步骤1中，乔木定植时间为2～3个月，待根系已完全修复，新的根系网已经形

成，钵苗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时就具备了移栽条件；

[0065] 第二步，采用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技术培育根系较为发达的灌木及花草、爬藤

植物；

[0066] 所述步骤2中，灌木及爬藤植物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选用内切圆直径为

100mm～200mm，长度为150mm～300mm；花草培育使用的秸秆育苗棒，规格选用内切圆直径为

80mm～120mm，长度为100mm～150mm；

[0067] 所述步骤2中，根系发达的灌木选择柠条、紫穗槐等；花草选择早熟禾、紫花苜蓿、

高羊茅、格桑花等；爬藤植物选择地锦、爬山虎、紫藤、爬藤月季等；

[0068] 所述步骤2中，灌木、爬藤植被培育方式采用将裸根苗移栽至秸秆育苗棒；花草采

用将种子直接种植于秸秆育苗棒；

[0069] 所述步骤2中，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基质选用种植土、沙子、秸秆粉碎料、蛭石、

微生物菌肥、生根粉等混合配比而成；

[0070] 所述步骤2中，秸秆育苗棒集约化育苗方式采用：选择工程所在地周围较为平整且

具备浇水条件的场地，人工整地成宽度为2～3m，长度为4～6m的条带，四周起垄，垄高20～

30cm，垄内铺设大棚膜，垄外四周将大棚膜进行压实固定；将播种好或者移栽好的秸秆育苗

棒(棒苗)整齐的摆放在条带内，棒与棒之间间隔1厘米的间距；浇水采用根际供水，即将水

直接灌溉于条带内；育苗时视移栽季节及植物生产需要可灵活选择搭建塑料拱棚；

[0071] 所述步骤2中，灌木、爬藤植被生长至30cm以上且枝叶茂盛时就具备了移栽的条

件；花草生长至5cm以上时就具备了移栽的条件；

[0072] 第三步，根据修复区地质结构、坡度及周边设施等，因地制宜采取机械或者人工整

地方案，清除不稳定岩石、裂缝等，消除安全隐患；

[0073] 第四步，为减少对原有坡面及植被的破坏，本发明不采用机械二次整坡，充分利用

现有的地型地貌直接开挖植树坑；

[0074] 所述步骤4中，不采用标准的株行距，而是依据石质山体破损面现状因势利导、因

地制宜、灵活多样创造性地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型地貌，采用鉴定可行的筑槽、围堰、回填、凿

窝等层级复绿技术；

[0075] 所述步骤4中，原则上在保证施工及养护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工整地，整地平台

凑集1平方米以上者，栽植乔木，点缀灌木及花草；整地平台小于1  平方米者，栽植灌木及花

草；小于65°坡面，采用乔+灌+草+藤相结合，大于  65°坡面，采用灌+草+藤相结合；

[0076] 所述步骤4中，乔木植树坑规格为：60×60×60cm，灌木、花草、爬藤植被植树坑规

格为30×30×30cm；

[0077] 所述步骤4中，植树坑开挖后，为有效保持水分，坑四周铺设地膜；

[0078] 第五步，将已经定植或培育好的乔、灌木，花草、爬藤植被等与秸秆育苗容器(包括

秸秆育苗钵、秸秆育苗棒)一体移栽于植树坑内，并覆土压实；

[0079]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一体栽植，无需去掉容器，秸秆育苗容器将不断分

解，成为植物根域有机物；

[0080]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在移栽前应饱和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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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所述步骤5中，秸秆育苗容器苗移栽后，直接将渣土回填，无需更换客土；

[0082] 所述步骤5中，渣土回填后，扶正、踩实、浇水；

[0083] 所述步骤5中，浇水完成后，覆盖大棚膜，并在膜上开十字口，在减少水分蒸发的同

时亦不影响养护期浇水渗透；

[0084] 所述步骤5中，大棚膜上覆盖砂石减少水分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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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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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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