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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

率的养护皿，沿皿体的内壁周圈设有内置气凝胶

毡的贴合槽；皿体内填充由活性微生物发酵液、

微量元素肥料、根动力、吸水性树脂、腐殖酸、有

机肥料、沙土混合而成的营养土；将沙漠植物于

养护皿内培育成幼株后，再连同皿体移至荒漠地

区的土壤坑中养植。由纸浆制成的皿体降解后提

供更多的有机物，中空的皿体和凸起的贴合槽及

气凝胶毡，为移栽后的植物提供多层的隔热层，

防止水分蒸发，结合营养土为幼苗在沙漠条件下

提供阶段性的保护和阶段性生长所需的养分及

水分，保证了沙漠植物能够在幼苗阶段和生长阶

段的发育，并促进其生长，提高了沙漠植物育苗

成活率和移栽保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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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其特征在于，沿皿体的内壁，设有周圈的贴合

槽；所述贴合槽内置气凝胶毡；所述贴合槽为凸起槽，且贴合槽的底部与皿体内腔的底部隔

离；所述皿体呈敞口杯型，且敞口端设有呈外拓弧形的集水环；所述皿体为中空纸质，且外

壁和内腔分别涂覆PE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环

的底端内径为78-82mm，顶端内径为99-101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其特征在于，所述皿体的

高为280-320mm，底部外径为48-52mm，壁厚及底厚为1.8-2.2mm。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其特征在于，皿体内填

充营养土，且营养土的顶端距离皿体顶端的距离为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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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养护皿，具体涉及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

背景技术

[0002] 荒漠化治理已成为世界性难题，制止沙漠扩张、绿化沙漠已成为21世纪人类争取

生存环境、扩大生存空间的首要问题。

[0003]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较大、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数据显示，我国的

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3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27.4％，沙化土地面积为  173.11万km2，占国

土总面积的18.03％；明显沙化趋势土地面积为31.1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3.24％。

[0004] 目前，国内外在荒漠、半荒漠地区风沙治理和生态建设的过程中，主要采用滴灌造

林技术、人工草方格沙障固定流沙再植树技术和集雨器植树造林技术；这些技术都在荒漠

造林过程中存在难题或不足。

[0005] 由于采用传统的荒漠露天育苗方式，种子和苗木基本无精选，育苗土壤质量差，粗

放式的育苗导致市供荒漠植物苗木质量较差，表现在苗木大小、长短参差不齐、主根被折

断、带病虫等方面，缺乏高质量、标准化种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树育苗的成活率、保存

率及稳定性。

[0006] 同时，由于荒漠地区高温、缺水和营养物质缺乏等因素，植物在幼苗发育阶段、成

苗生长阶段，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生长环境因素的制约。露天育苗且又缺乏养护装置和营养

物质，造成植物生长成活率低。苗木移栽后，由于持续的高温对幼苗反复的灼伤，砂质土壤

是颗粒粗糙，渗水速度快，保水性能差，缺乏足够的营养物质为幼苗阶段的生长发育提供营

养物质，造成植物移栽后保存率低，不能发挥植株应该发挥的绿化作用；这些影响植物生长

的环境因素主要来自于沙漠土壤和气候。

[0007] 所以，利用生物和工程措施构筑防护林体系是解决水体流失的最佳办法，同时植

物能防风固沙，是根治荒漠化的最有效途径。然而，如何提高植物在恶劣的环境中的成活率

和保存率是最大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有效提高沙漠植物的

育苗成活率和移栽保存率的养护皿。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10] 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沿皿体的内壁，设有周圈的贴合槽；所述贴合

槽内置气凝胶毡。

[0011] 上述贴合槽为凸起槽，且贴合槽的底部与皿体内腔的底部隔离。

[0012] 上述皿体呈敞口杯型，且敞口端设有呈外拓弧形的集水环。

[0013] 上述皿体为中空纸质，且外壁和内腔分别涂覆PE膜；纸质可用秸秆、植物废弃物和

废纸制成的纸浆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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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的，上述集水环的底端内径为78-82mm，顶端内径为99-101mm。

[0015] 进一步的，上述皿体的高为280-320mm，底部外径为48-52mm，壁厚及底厚为1.8-

2.2mm。

[0016] 一种适用于沙漠植物的育苗及移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1、育苗：在上述养护皿内填充营养土，将沙漠植物的种子或幼苗播种在营养土的

中部后，养护，培育成幼株；

[0018] S2、移栽：将幼株连同皿体移至荒漠地区的土壤坑中。

[0019] 上述步骤S1中营养土的顶端距离皿体顶端的距离为2-5cm。

[0020] 上述步骤S2中皿体埋入土壤坑中的深度为20-30cm，露出地面高度为0-2cm。

[0021] 一种适用于沙漠植物的营养土，组份包括混合的活性微生物发酵液、微量元素肥

料、根动力、吸水性树脂、腐殖酸、有机肥料、沙土。

[0022] 上述荒漠地区包括荒漠、荒地、黄土高坡、沙漠、戈壁地区。

[0023] 上述沙漠植物包括白刺、沙棘、红柳、杨树、白杨、沙枣、沙拐枣、柠条、花棒、沙柳、

青杨。

[002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之处在于：

[002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皿体材质优选为由秸秆、废弃

纸等纤维原料加工而成的纸浆，具备很高的可降解性，降解后为植物提供更多有机质；通过

开口端敞口的集水环，扩大集水面积，增加集水量；通过中空的皿体和皿体内壁凸起的贴合

槽，及贴合槽内的气凝胶毡，为移栽后的植物提供了多层的隔热层，防止水分蒸发，保证移

栽后的沙漠植物在养护皿中营养物质的支撑下渡过生长期，避免高温、流沙、虫害对植物根

部和茎部的伤害，同时又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可降解的废弃物。

[0026]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适用于沙漠植物的营养土，可针对不同的沙漠植物及不同的种

植环境进行配比和制备，以富含微生物和营养物质的沙漠营养土为幼苗在沙漠条件下提供

阶段性的保护和阶段性生长所需的养分及水分，保证了沙漠植物能够在幼苗阶段和生长阶

段的发育，并促进其生长，提高了沙漠植物育苗成活率和移栽保存率，优于现行滴灌条件下

和少灌溉条件下的荒漠修复技术。

[0027] 本实用新型的养护皿、育苗及移栽方法、营养土，综合了材料学、生物学、生态学、

土壤学等多个领域的技术和理念，有效提高了沙漠植物苗木的质量，实现了沙漠植物育苗

的标准化，为规模化沙漠植物育苗和沙漠生态造林奠定基础，而且利于便捷式沙漠植物种

植机械化操作，提高了沙漠造林效率、降低了成本，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的荒漠生态修复。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养护皿的外观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养护皿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沙漠植物移栽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中标记的含义如下：1、皿体，2、集水环，3、气凝胶毡，4、贴合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具体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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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实用新型的荒漠地区包括荒漠、荒地、黄土高坡、沙漠、戈壁地区；本实施例的试

验地为延安榆林地区的黄土高坡。

[0034] 本实用新型的沙漠植物包括白刺、沙棘、红柳、杨树、白杨、沙枣、沙拐枣、柠条、花

棒、沙柳、青杨；本实施例的植物为杨树、白杨。

[0035] 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养护皿，皿体呈敞口杯型，高为300mm，底部外径为

50mm，壁厚及底厚为2mm；敞口端设有呈外拓弧形的集水环，集水环底端的内径为80mm，顶端

内径为100mm。

[0036] 皿体为中空纸质，外壁和内腔分别涂覆PE膜，沿皿体内壁，设有周圈呈凸起的贴合

槽，底部与皿体内腔的底部隔离，且贴合槽内置气凝胶毡。

[0037] 一种提高沙漠植物成活率的育苗及移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S1、育苗：在养护皿内填充，由活性微生物发酵液、微量元素肥料、根动力、吸水性

树脂、腐殖酸、有机肥料、沙土混合而成的营养土，且营养土距离皿体的顶端保留3cm的间

距，将杨树、白杨幼苗种植在营养土中，其根部置于营养土的中部，养护，包括水、肥、病虫害

管理和控制，培育成幼株；

[0039] S2、移栽：将幼株连同皿体移至荒漠地区的土壤坑中，皿体埋入土壤坑中的深度为

30cm，露出地面高度为2cm。

[0040] 营养土的组份在调配时，可根据不同的荒漠地区和沙漠植物，调节组份和比例，配

置步骤为：在活性微生物发酵液中依次加入微量元素肥料、根动力、高吸水性树脂、腐殖酸、

有机肥、沙土，搅拌均匀。组份中：腐殖酸作为吸附剂和有机质，为营养土的基质；沙土为营

养土的载体；有机肥为沙漠植物提供N、  P、K等营养物质；高吸水性树脂起保水固沙作用；微

量元素肥料为沙漠植物提供营养元素；根动力促进沙漠植物根系发育；活性微生物包括贝

莱斯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用于沙漠植物根系微生态的重建。

[0041] 该营养土可使得沙漠植物种植的保水性得到提高、固沙效果好、营养充足、生长发

育效果好。

[0042] 中空的皿体和皿体内壁凸起的贴合槽，为移栽后的植物提供了双层的隔热层，结

合贴合槽内的气凝胶毡，使得养护皿外面地表温度升高时，皿体内腔的温度无显著变化；另

外，利用皿体开口端的外拓敞口的漏斗形的集水环，增加了外拓的表面积，提高收集雨水的

效率，给植物的生长提供更多的水分；且贴合槽底部与皿体内腔的底部隔离的空间内，可积

蓄更多的水分，有利于水分的长期保存。纸质养护皿的原料优选为秸秆、废弃纸等纤维原料

加工而成的纸浆，具备很高的可降解性，降解完成后在植物周围产生一定的有机质，对土壤

生态会产生积极的效益。

[0043] 本实用新型的养护皿对移栽后的幼株可形成1-2年的根茎防护，营养土能为幼苗

阶段和生长阶段的沙漠植物提供6-12月的营养物质，保证移栽后的沙漠植物在养护皿中的

营养物质的支撑下度过生长期，根系发育至含水层。

[0044] 下表为本实用新型与现有其他造林技术的效果、成本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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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如上表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养护皿育苗荒漠生态恢复技术，相比较于传统的荒漠

生态恢复技术而言，具备多方面的技术优势，通过杨树、白杨优质品种的引种和培育，用本

实用新型的养护皿为杨树、白杨提供阶段性的保护，保证苗木在生长初期的水分、养分和防

止灼伤，极大的提高移栽成活率，成活率高达95％以上，有效推进荒漠化防治与恢复的进

程。

[004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209517986 U

6



应该了解，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实用新型，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的方式

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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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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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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