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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

林结构及方法，包括铺设在坑穴底部的生物降解

地膜、苗木、水盘以及铺设在所述苗木周围地表

上的地膜，所述生物降解地膜在坑穴底部整体呈

平底锅状，所述水盘以坑穴中苗木为中心呈外高

内低的漏斗状或簸箕状，所述地膜中心位置上设

有开口，所述地膜通过土壤或石块压实固定，所

述地膜上覆盖有植物秸秆层。本发明采用双膜结

构及工艺，从蓄水、集水、保水三方面，充分利用

各种水资源，以达到持续供水、保墒的目的，提高

种植苗木的成活、保存率，克服旱地造林水分不

足这一最大制约因子，并一定程度上满足苗木后

期的生长对水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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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铺设在坑穴底部的生物降

解地膜(4)、种植在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上的苗木(1)、设置在所述苗木(1)周围的水盘(3)

以及铺设在所述苗木(1)周围地表上的地膜(2)，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在坑穴底部整体呈

平底锅状，所述水盘(3)以坑穴中苗木(1)为中心呈外高内低的漏斗状或簸箕状，所述地膜

(2)中心位置上设有开口，所述开口为“十”字形创口、孔洞或“一”字形创口，所述地膜(2)通

过土壤或石块(5)压实固定，所述地膜(2)上覆盖有植物秸秆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周边

采用土块或碎石填压支撑形成平底锅状，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的边沿比底部高出8～

12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的厚

度为0.8s～1.2s；所述地膜(2)的厚度为4s。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盘(3)的面积大于或

等于2平方米，且所述苗木(1)种植在平地或缓坡上时，所述水盘(3)设置为漏斗状，所述苗

木(1)种植在坡地上时，所述水盘(3)设置为簸箕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地膜(2)为方形或圆形，

且所述地膜(2)为双色膜。

6.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平整植树作业面，种植前按要求挖种植坑穴，在坑穴底部铺设生物降解地膜(4)，所

述生物降解地膜(4)周边采用土块或碎石填压支撑形成平底锅状，使得生物降解地膜(4)的

边沿比底部高出8～12cm；

B、将苗木(1)种植在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上，回土踏实，对坑穴地表的水盘进行整理，

在坑穴中以苗木(1)为中心将水盘(3)整理成外高内低的漏斗状或簸箕状，并拍实；

C、苗木(1)种植完毕后，在苗木(1)周围地表覆盖方形或圆形地膜(2)，所述地膜(2)中

心位置上设有开口，将苗木(1)主干处于开口位置；其中，对小规格苗木(1)，在地膜(2)中心

位置上用刀划“十”字形创口或者划切成孔洞，对于大规格冠幅苗木(1)，则从地膜(2)边缘

划至中心位置，并从开口处拉伸地膜(2)，使苗木(1)处于地膜(2)的中心位置；

D、地膜(2)拉平铺设完后，在地膜(2)四周和切缝处采用土壤或石块(5)压实，之后采用

常规方式进行维护。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蓄集水分造林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铺设生物降解地膜(4)时，

若坑穴底层有锋利的砾石，则在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上下铺垫沙土层。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蓄集水分造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的厚

度为0.8s～1.2s；所述地膜(2)的厚度为4s。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蓄集水分造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盘(3)的面积大于或

等于2平方米，且所述苗木(1)种植在平地或缓坡上时，所述水盘(3)设置为漏斗状，所述苗

木(1)种植在坡地上时，所述水盘(3)设置为簸箕状。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蓄集水分造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地膜(2)为双色膜；在

所述地膜(2)铺设后，所述地膜(2)上覆盖一层薄的植物秸秆层。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452074 A

2



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树造林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国后，我国绿化造林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8.21％，

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约5个百分点。但这个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

位。相比之下我国森林有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质量不高的弱点，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

也还非常脆弱，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任重道远。

[0003] 我国西北地区、华北山区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目前干旱、半干旱地区面积

约占国土总面积的52.5％，其水土流失、沙漠化依然严重。这类地区最大的特点是降水量稀

少、降水不均匀，蒸发量大、土壤水分严重亏缺。多年实践表明，干旱缺水是除了种苗外，影

响造林成活率最主要的因素。

[0004] 这些地区降水不均匀，降水大多集中在7～9月份，期间的降水量可占到全年降水

量的60％以上，有些地区的甚至占全年的80％以上。而且土壤含沙量大，要不就是土层薄，

石砾含量高，保水性差。因此提高雨水、雪融水的保存与利用，是提高树木的成活率切实可

行的办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干旱荒漠地区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保存率低的问题，提出

了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及方法，改善水分供给状况，从而提高苗木的成活

率、保存率及后期生长对水的需求，以克服造林缺水这一限制性因素，阻止荒漠化的发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包括铺设

在坑穴底部的生物降解地膜、种植在所述生物降解地膜上的苗木、设置在所述苗木周围的

水盘以及铺设在所述苗木周围地表上的地膜，所述生物降解地膜在坑穴底部整体呈平底锅

状，所述水盘以坑穴中苗木为中心呈外高内低的漏斗状或簸箕状，所述地膜中心位置上设

有开口，所述开口为“十”字形创口、孔洞或“一”字形创口，所述地膜通过土壤或石块压实固

定，所述地膜上覆盖有植物秸秆层。

[0007] 优选地，所述生物降解地膜周边采用土块或碎石填压支撑形成平底锅状，所述生

物降解地膜的边沿比底部高出8～12cm。

[0008] 优选地，所述生物降解地膜的厚度为0.8s～1.2s；所述地膜的厚度为4s。

[0009] 优选地，所述水盘的面积大于或等于2平方米，且所述苗木种植在平地或缓坡上

时，所述水盘设置为漏斗状，所述苗木种植在坡地上时，所述水盘设置为簸箕状。

[0010] 优选地，所述地膜为方形或圆形，且所述地膜为双色膜。

[0011]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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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A、平整植树作业面，种植前按要求挖种植坑穴，在坑穴底部铺设生物降解地膜，所

述生物降解地膜周边采用土块或碎石填压支撑形成平底锅状，使得生物降解地膜的边沿比

底部高出8～12cm；

[0013] B、将苗木种植在所述生物降解地膜上，回土踏实，对坑穴地表的水盘进行整理，在

坑穴中以苗木为中心将水盘整理成外高内低的漏斗状或簸箕状，并拍实；

[0014] C、苗木种植完毕后，在苗木周围地表覆盖方形或圆形地膜，所述地膜中心位置上

设有开口，将苗木主干处于开口位置；其中，对小规格苗木，在地膜中心位置上用刀划“十”

字形创口或者划切成孔洞，对于大规格冠幅苗木，则从地膜边缘划至中心位置，并从开口处

拉伸地膜，使苗木处于地膜的中心位置；

[0015] D、地膜拉平铺设完后，在地膜四周和切缝处采用土壤或石块压实，有条件的应在

地膜上覆盖一层薄的植物秸秆层，之后采用常规方式进行维护。

[0016] 优选地，在铺设生物降解地膜时，若坑穴底层有锋利的砾石，则在所述生物降解地

膜上下铺垫沙土层。

[0017] 优选地，所述生物降解地膜的厚度为0.8s～1.2s；所述地膜的厚度为4s。

[0018] 优选地，所述水盘的面积大于或等于2平方米，且所述苗木种植在平地或缓坡上

时，所述水盘设置为漏斗状，所述苗木种植在坡地上时，所述水盘设置为簸箕状。

[0019] 优选地，所述地膜为双色膜。

[0020]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1] 本发明采用双膜工艺，从蓄水集水保墒三方面着手，充分利用各种水资源，使有限

的水分能在一个小的环境中循环使用，使水分利用最大化，达到集水、持续供水、保墒的目

的，克服旱地造林水分不足这一最大制约因子，提高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后期苗木的生长对水分的需求，从而全面提高干旱荒漠地区造林效果。

[0022] 通过坑底立膜的方式，对保水能力差、渗透性好的沙质和多砾质土壤造林作用明

显，可阻止水分快速无效渗漏，更好充分蓄存利用稀缺的水资源。采用可降解的生物地膜对

后来的根系生长扩展也不存在影响。地表覆盖地膜后，可提高苗木抗寒能力，还有助于早春

提高地温，为苗木生长期创造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对苗木后期生长有积极的意义。

[0023] 本发明与传统造林方法相比，简单实用且可操作性强，增加成本较小，但提高造林

效果显著，能够为干旱半干旱及荒漠地区绿化造林、生态修复中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附图说明

[0024]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5] 图1为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示出了本发

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双膜蓄集水结构及工艺，从蓄水、集水、保水三方面，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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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种水资源，以达到持续供水、保墒的目的，提高种植苗木的成活、保存率和后期的生

长对水分的要求，克服造林苗木缺水而难以成活和生存的障碍，并一定程度上满足后期的

生长对水分的要求。

[0029] 具体地，所述蓄集水分造林结构包括铺设在坑穴底部的生物降解地膜4、种植在所

述生物降解地膜4上的苗木1、设置在所述苗木1周围的水盘3以及铺设在所述苗木1周围地

表上的地膜2，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在坑穴底部整体呈平底锅状，所述水盘3以坑穴中苗木1

为中心呈外高内低的漏斗状或簸箕状，所述地膜2中心位置上设有开口，所述开口为“十”字

形创口、孔洞或“一”字形创口，所述地膜2通过土壤或石块5压实固定，所述地膜2上有条件

的应覆盖有植物秸秆层。

[0030] 如图1所示，坑穴底层铺垫生物降解地膜4，不论在春季、雨季造林，施工前应提前

按规划方案进行整地。种植前按要求挖坑穴，在坑穴底部铺设生物降解地膜4，所述生物降

解地膜4的厚度为0.8s～1.2s，坑穴内地膜周边要土块或碎石填压支撑，使生物降解地膜4

整体呈平底锅状，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的边沿比底部高出8～12cm。底层生物降解地膜4可防

止水分快速无效渗漏，更好充分蓄存利用稀缺的水资源。

[0031] 在所述苗木1的周围设置水盘3。种植后要对坑穴地上部分进行必要的整理，形成

水盘3，以坑穴中苗木为中心，所述水盘3以坑穴中苗木1为中心呈外高内低的漏斗状或簸箕

状，所述水盘3的面积大于或等于2平方米，并用铁锹拍实。对于干燥度大于3的地区，水盘3

的面积应更大一些，以便集水。所述苗木1种植在平地或缓坡上时，所述水盘3设置为漏斗

状，所述苗木1种植在坡地上时，所述水盘3设置为簸箕状，，便于将雨水从高处汇集到地膜4

上，直至苗木根颈部，渗入坑穴土壤中。

[0032] 进一步，在所述苗木1周围地表上的铺设有地膜2，所述地膜2中心位置上设有开

口，所述开口为“十”字形创口、孔洞或“一”字形创口，所述地膜2通过土壤或石块5压实固

定，所述地膜2上有条件的应覆盖有植物秸秆层。

[0033] 如图1所示，苗木1种植完毕后，在苗木1周围地表覆盖地膜2，所述地膜2的厚度为

4s。优选地，所述地膜2为方形或圆形，且所述地膜2为双色膜。双色膜为银黑双色地膜，其底

层为黑色，表层为银灰色。除有一般地膜特点之外，它具有较好的反光辐射功能，可有效降

低干旱地区中午时易产生高温，减少高温对树木造成不良影响。

[0034] 对小规格苗木，在地膜2中心位置上用刀划一“十”字形创口或者划切一直径5～

10cm的孔洞，方便苗木1穿过地膜2。如果苗木1规格冠幅较大，则需从地膜2的边缘划一刀至

于中心位置，然后从开口处拉伸地膜，使苗木1处于地膜2的中心位置。地膜2拉平盖好后，四

周要用土或石块5充分压实，以防大风吹翻撕破。最后在苗木1周围的地膜2上覆盖一层薄的

植物秸秆，形成植物秸秆层，以降低夏季高温辐射对苗木1的影响。

[0035] 本发明采用双膜工艺，从蓄水集水保墒三方面着手，充分利用各种水资源，使有限

的水分能在一个小的环境中循环使用，使水分利用最大化，达到集水、持续供水、保墒的目

的，克服旱地造林水分不足这一最大制约因子，提高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后期苗木的生长对水分的需求，从而全面提高干旱荒漠地区造林效果。

[0036] 通过坑底立膜的方式，对保水能力差、渗透性好的沙质和多砾质土壤造林作用明

显，可阻止水分快速无效渗漏，更好充分蓄存利用稀缺的水资源。采用可降解的生物地膜对

后来的根系生长扩展也不存在影响。地表覆盖地膜后，可提高苗木抗寒能力，还有助于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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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地温，为苗木生长期创造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对苗木后期生长有积极的意义。

[0037] 本发明取得上述技术效果的原理在于：

[0038] 由于干旱荒漠地区及土层薄的石质山区，土壤通透性强，保水保肥能力差，所以在

造林时通过在坑底部铺设生物降解地膜的方法来蓄集种植时的定根水、夏季雨水和冬雪融

水，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天然水资源，提高土壤湿度，满足植物在春旱萌发及后期生长对水分

的需求。同时采用地膜覆盖，达到集水保墒目的，使水分能在树穴周围得到循环利用，同时

还能调节地温，改善土壤微生物活动、增强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为苗木生长提供一个更有益

的环境。

[0039] 坑底生物降解地膜一年后分裂、降解，不会影响苗木根系的生长扩展，地表的地膜

也会在2年后破损分裂，可人工收集清除，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2年后，苗木根系发达后，适

应环境的能力增强，继续生长就有了较好的基础。

[0040] 实施例2

[004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干旱荒漠地区蓄集水分造林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A、平整植树作业面，种植前按要求挖种植坑穴，在坑穴底部铺设生物降解地膜4，

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周边采用土块或碎石填压支撑形成平底锅状，使得生物降解地膜4的边

沿比底部高出8～12cm。

[0043] 具体地，施工前应提前按规划方案进行整地。种植前按要求挖坑穴，在坑穴底部铺

设厚0.8s～1.2s的生物降解地膜4，坑穴内的生物降解地膜4周边要土块或碎石镇压支撑立

起，让生物降解地膜4整体呈平底锅状，边沿高约10cm，以便蓄水。优选地，在铺设生物降解

地膜4时，若坑穴底层有锋利的砾石，则在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上下铺垫沙土层，防止生物降

解地膜4被砾石刺破漏水。此法可蓄集种植时的定根水、夏季雨水和冬雪融水，提高水的利

用率提高土壤湿度，满足树木在春旱划时萌发时对水分的需求。

[0044] B、将苗木1种植在所述生物降解地膜4上，回土踏实，对坑穴地表的水盘进行整理，

在坑穴中以苗木1为中心将水盘3整理成外高内低的漏斗状或簸箕状，并拍实。

[0045] 具体地，在坑穴内回填土，并按常规方法种植苗木1。种植后要对坑穴地表进行必

要的整理，以坑穴中苗木1为中心，整成外高内低，使坑穴周围地形水盘整体呈的漏斗状，面

积不小于2平米，并用铁锹拍实。对于干燥度大于3的地区，水盘3的面积应更大一些，以便集

水。

[0046] 所述苗木1种植在平地或缓坡上时，所述水盘3设置为漏斗状，所述苗木1种植在坡

地上时，所述水盘3设置为簸箕状，以将雨水从高处引入地膜2上，便于从苗木1根颈部渗入

坑穴土壤中。

[0047] C、苗木1种植完毕后，在苗木1周围地表覆盖方形或圆形地膜2，所述地膜2中心位

置上设有开口，将苗木1主干处于开口位置；其中，对小规格苗木1，在地膜2中心位置上用刀

划“十”字形创口或者划切成孔洞，对于大规格冠幅苗木1，则从地膜2边缘划至中心位置，并

从开口处拉伸地膜2，使苗木1处于地膜2的中心位置。

[0048] 具体地，苗木1种植完毕后，在苗木1周围地表覆盖方形或圆形地膜2，所述地膜2的

厚度为4s。优选地，所述地膜2为双色膜。对小规格苗木，可在地膜2中心位置上用刀划一

“十”字形创口或者划切一直径5～10cm的孔洞，方便苗木1穿过地膜2，也方便雨水汇入根

部，达到集水的目的。如果苗木1规格冠幅较大，则需从地膜2的边缘划一刀至于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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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从开口处拉伸地膜，使苗木1处于地膜2的中心位置。地膜2拉平盖好后，四周要用土或

石块充分压实，以防大风吹翻撕破。

[0049] D、地膜2拉平铺设完后，在地膜2四周和切缝处采用土壤或石块压实，并在地膜2上

有条件的应覆盖一层薄的植物秸秆层，之后采用常规方式进行维护。

[0050] 在苗木1周围的地膜2上覆盖一层薄的植物秸秆，形成植物秸秆层，以降低夏季高

温辐射对苗木1的影响

[0051]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时，造林施工其它操作方法，如苗木选择、运输、修剪、

坑穴的整理、回土踏实、充分浇水等同常规造林。

[0052] 本发明采用双膜工艺，从蓄水、集水、保水三方面，充分利用各种水资源，以达到持

续供水、保墒的目的，提高种植苗木的成活、保存率，克服旱地造林水分不足这一最大制约

因子，并一定程度上满足苗木后期的生长对水分的要求。

[0053] 本发明与传统造林方法相比，简单实用且可操作性强，增加成本较小，但提高造林

效果显著，能够为干旱半干旱及荒漠地区绿化造林、生态修复中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0054]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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