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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

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方法，属于植被

生态修复的技术领域。本方法采用苔藓配子体与

草灌植物相结合作为新型草种喷播剂，此法符合

自然生态演替过程。利用苔藓植物的优越性，在

适宜条件下可快速繁殖，并提高草本植物的发芽

率和盖度，形成更加稳定的生态系统，可以防治

目前的草皮过度退化、大面积岩土露天的现象，

加速坡面岩体和植被基质形成有机整体。通过采

用高次团粒技术制造出一个更适合植物生长的

土壤培养基，并用专业设备进行喷播，为植物生

长提供了更好的保障。根据当地的气候、水土及

立地条件确定植物种类，并按灌∶草∶苔藓＝7∶2∶

1的质量比例进行喷播。实现人工强制绿化向自

然植被的自我繁衍。该发明针对各种边坡、瘠薄

山地、酸碱性土壤等草皮退化严重或无法生长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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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步骤1：清理、平整坡面，消除潜在地质隐患，挂网；

步骤2：将材料按照一定的配比加入到专业的喷播设备，采用高次团粒喷播技术在边坡

表面喷播厚度约8厘米土壤层，形成具有稳定“蜂巢式”团粒结构的土壤培养基质；

步骤3：选择适宜本地生长条件且抗逆性强的草灌木种子用专业的喷播设备进行喷播，

在土壤培养基表面，形成厚度约2厘米的草灌种子层；

步骤4：选择本地耐旱性强的苔藓配子体，用专业设备喷播在种子层表面，形成厚度约1

厘米的苔藓层；

步骤5：采用喷灌系统等管护措施对出土幼苗进行后期养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土壤培养基质由以下体积比的各材料组成，粘土25％～32％；微生物

菌剂0.13％～0.18％；有机质30％～35％；木质植物纤维10％～25％；稳定剂3％～5％；保

水剂3％～5％；高次团粒剂0.05％～0.095％；多含量复合肥3％～5％；清水26％～4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种子中灌木种子、草本种子、苔藓配子体的质量配比为7∶2∶1。

4.如权利要求1和3所述的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种子中每平米灌木种子重量为28g～42g，草本种子重量为8g～

12g，苔藓配子体重量为4～6g。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草灌种子层除草灌种子外还应包括适量的保水剂、粘合剂、以及复合肥

等。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苔藓层除苔藓配子体外还应包括适量的保水剂、粘合剂、以及复合肥等。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526292 A

2



一种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高次团粒技术使用苔藓和草灌植物防治草皮退化的植物

生态恢复方法，属于植被生态修复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的生态护坡植物多为草本植物，普遍采用品种单一或简单的混合草种。

前期效果不错，但由此建立的生态系统相当脆弱，易遭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养分供应

不足时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草皮退化，岩土裸露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最终可

能会引起水土流失、坡面坍塌等不良后果。

[0003] 因此本发明要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防治边坡草被退化。提供一种苔藓和草灌植

物相结合的混播草种，尽量模拟出当地的植物群落结构，使植被恢复走向生态自然演替过

程。建立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且稳定的、生命力强的立体生态群落。植物种子的选择及配置

应走本地化的道路，以地带性植被、乡土植物为基调，适当引进适于本地生长条件的野生植

物和外地植物。为矿山及景区工程边坡的生态防护开辟新的途径。

[0004] 防治边坡草皮退化的重要措施就是在草本群落中加入灌木，形成灌草结合的稳定

立体复合生态体系。草本植物只能稳固表层土壤，而不能保持整个土层的稳定性。而灌木根

系发达，灌草生态建植层的根系交织成稳定结构，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水土流失和坡面跨塌。

然而两者都不具备苔藓植物作为边坡先锋植物的优势。

[0005] 苔藓类不同于其它植物，对于天然或人工干扰后条件恶劣的坡面地段，苔藓植物

是最适宜的植被生态恢复植物材料。它能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和养分，不仅可以滞留养分，从

而保持土壤肥力；还有强大的蓄水保土能力，可阻断降雨对地面上壤的直接冲击，防止水土

流失。除此之外，苔藓植物可以利用其分泌的酸性物质将坡面岩石酸解，逐渐形成丰厚的土

壤层，为草本植物的进一步生长提供良好的上层条件。苔藓植物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迅速

改善地面的微环境，成为边坡防护先锋植物的不二选择。

[0006] 现有采用草灌结合的客土喷播或喷混植生技术施工，可以将草种和灌木树种进行

混播，早期以草坪防护为主，后期以灌木防护为主，构建灌草立体防护生态体系，达到恢复

自然植被的目的。但所选用的植物多为从国外引进的草本植物，而忽视了适应性更好、更易

于与当地其他生物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稳定群落结构的乡土植物种。

[0007] 高次团粒喷播技术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喷播法，它比普通的客土喷播效果更好。其

采用专业的喷播设备，由专业人员在被破坏植被的高陡裸露岩石边坡上(包括土坡、锚喷坡

面)，瞬间制造出具有最优异性能的“土壤培养基”。这种“人工土壤”具有稳定的类似于“蜂

巢”的团粒结构，既有保水性、保肥性，又有透水性、透气性，还能有效抵抗雨蚀和风蚀，防止

水土流失。因此本技术制造出的“土壤培养基”具有很好的水土保持能力，为植物生长提供

了最好的保障，可以使边坡快速形成理想的植物群落。本技术不仅能培育出稳固的边坡，还

可以与周边环境形成和谐的生态景观效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边坡安全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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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边坡防护功能愈加显现，同时能净化空气、美化景观、恢复生态平衡。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苔藓植物的植被生态恢复方法，解决现有技术应用

几年后发生的草皮退化问题。遵循原生演替规律以及当地植物群落结构，形成具有稳定的

土壤团粒结构，快速高效地恢复和稳定植物群落，并建立符合当地条件多样且稳定的生态

系统，达到美化环境、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0009]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利用苔藓和草灌植物结合高次团粒技术防治草皮退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1：清理、平整坡面，消除潜在地质隐患，挂网；

[0012] 步骤2：将材料按照一定的配比加入到专业的喷播设备，采用高次团粒喷播技术在

边坡表面喷播厚度约8厘米土壤层，形成具有稳定“蜂巢式”团粒结构的土壤培养基质；

[0013] 步骤3：选择适宜本地生长条件且抗逆性强的草灌木种子用专业的喷播设备进行

喷播，在土壤培养基表面，形成厚度约2厘米的草灌种子层；

[0014] 步骤4：选择本地耐旱性强的苔藓配子体，用专业设备喷播在种子层表面，形成厚

度约1厘米的苔藓层；

[0015] 步骤5：采用喷灌系统等管护措施对出土幼苗进行后期养护。

[0016] 上述步骤2所述植物生长土壤培养基由以下体积比的各材料组成，粘土25％～

32％；微生物菌剂0.13％～0.18％；有机质30％～35％；木质植物纤维10％～25％；稳定剂

3％～  5％；保水剂3％～5％；高次团粒剂0.05％～0.095％；多含量复合肥3％～5％；清水

26％～  40％。

[0017] 上述步骤3和4中所述抗逆性强的植物种子中灌木种子、草本种子、苔藓配子体的

质量比为7∶2∶1。植物种子中每平米灌木种子重量为28g～42g，草本种子重量为8g～12g，苔

藓配子体重量为4～6g。

[0018] 上述步骤3和4中所述抗逆性强的植物种包括但不限于，北方：草本植物包括草地

早熟禾、黑麦草、百脉根、高羊茅、豆科红豆草及小冠花中的任意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灌

木植物包括紫穗槐、鸡矢藤、胶东卫矛、山荞麦中的任意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南方：草本

植物包括百慕大、黑麦草、高羊茅；灌木植物包括山毛豆、木豆、银合欢、紫穗槐、多花木兰、

车桑子中的任意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0019] 上述步骤4中所述抗逆性强的苔藓种类包括但不限于真藓、扭口藓、小石藓、葫芦

藓、刺叶墙藓。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该方法加入的苔藓植物有促进草本植物发芽和生长的作用，在同等条件下，植

物生长和绿化效果更好；

[0022] (2)高次团粒技术可以形成与自然界表土具有相同团粒结构的土壤培养基，形成

的植被不易衰退，保证了绿化的长久性，实现了人工强制绿化向原始植物群落的顺利演替；

[0023] (3)苔藓植物作为草本和木本植物的先锋植物，可发挥一些其他植物无法替代的

作用。如苔藓植物具有比草本植物更大的持水能力和更强的抗冲性能，而且苔藓植物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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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养分元素对维持系统稳定和植物生长具有重要意义；

[0024] (4)植物种子的选择及配置走本地化的道路，同时考虑浅根植物和深根植物的结

合、豆科植物与非豆科植物的结合，使植物更能适应当地气候与自然植被融为一体，建立一

个具有生物多样性且稳定的、生命力强的立体生态群落。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喷播剂进一步说明。

[0026] 图1是植物种子和土壤培养基分层喷播示意图

[0027] 其中：1为约1cm厚苔藓配子层，2为约2cm厚草灌种子层，3为约8cm厚土壤培养基。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在北方某石质边坡进行植被建植，包括以下步骤：

[0031] 步骤1：清理、平整坡面，消除潜在地质隐患，挂网。

[0032] 步骤2：在边坡表面喷播植物生长土壤培养基约8厘米，形成具有稳定优良团粒结

构的植物生长基质。其配比如下：

[0033] 粘土，0.3m3；有机质，0.45m3；植物纤维，0.2m3；稳定剂，0.04m3；高次团粒剂， 

0.005m3；多含量复合肥，0.038m3；清水，0.6m3；植物种子，0.036m3；苔藓配子体，0.02m3。

[0034] 步骤3：选择抗逆性强的植物种子结合人工土壤，喷播在植物生长土壤培养基表

面，形成厚度约2厘米的种子层。植物种子配比如下：

[0035] 草地早熟禾，4g；百脉根，4g；小冠花，3g；紫穗槐，6g；

[0036] 刺槐，8g；胶东卫矛，8g；柠条，5g；胡枝子，5g。

[0037] 步骤4：选择抗逆性强的苔藓配子体喷播在种子层表面，形成厚度约1厘米的苔藓

层。苔藓配比如下：

[0038] 真藓，3g；扭口藓，2g；小石藓1g。

[0039] 步骤5：采用喷灌系统等管护措施对出土幼苗进行后期养护。

[0040] 3天后开始定期喷水养护，定期观察植被长势，遇北方干旱季节，首月补加水4～5 

次，防热害。除要洒水养护外，针对实际条件和设计要求的不同，进行不同季节追肥。

[0041] 实施效果：苔藓植物促进草本植物发芽和生长的作用明显，喷播18天后，种子发芽

率约80％，3个月后边坡植被覆盖率达80％以上。使用此方法的后期边坡植被稳定，抗逆性

强，边坡植被茂密、色彩鲜明，覆盖度超过90％。经过两年的生长，边坡上草灌植被初步形

成，当地一些乡土种开始侵入生长，边坡部分植被品种已经自行繁衍。坡上植被不要求精细

抚育，基本为粗放管理。多种植物构成的群落符合原生演替规律，长期稳定，植被层没有明

显退化现象，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0042] 实施例2

[0043] 在南方某石质边坡进行植被建植，包括以下步骤：

[0044] 步骤1：清理、平整坡面，消除潜在地质隐患，挂网。

[0045] 步骤2：在边坡表面喷播植物生长土壤培养基约8厘米，形成具有稳定优良团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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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植物生长基质。其配比如下：

[0046] 粘土，0.26m3；有机质，0.4m3；植物纤维，0.25m3；稳定剂，0.04m3；高次团粒剂， 

0.005m3；多含量复合肥，0.04m3；清水，0.5m3；植物种子，0.04m3；苔藓配子体，0.02m3。

[0047] 步骤3：选择抗逆性强的植物种子结合人工土壤，喷播在植物生长土壤培养基表

面，形成厚度约2厘米的种子层。植物种子配比如下：

[0048] 百慕大，4g；黑麦草，4g；高羊茅，3g；山毛豆，10g；木豆，8g；

[0049] 银合欢，5g；紫穗槐，4g；多花木兰，4g；车桑子，5g。

[0050] 步骤4：选择抗逆性强的苔藓配子体喷播在种子层表面，形成厚度约1厘米的苔藓

层。苔藓配比如下：

[0051] 葫芦藓，3g；刺叶墙藓，3g。

[0052] 步骤5：采用喷灌系统等管护措施对出土幼苗进行后期养护。

[0053] 3天后开始定期喷水养护，定期观察植被长势，及时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南方多

雨，喷播完工后及时覆盖无纺布，以免雨水冲刷，造成喷播材料流失。造成种子流失要及时

补种。除要洒水养护外，针对实际条件和设计要求的不同，进行不同季节追肥。

[0054] 实施效果：苔藓植物促进草本植物发芽和生长的作用明显，喷播12天后，种子发芽

率约75％，3个月后边坡植被覆盖率达88％以上。使用此方法的后期边坡植被稳定，抗逆性

强，边坡植被茂密、色彩鲜明，覆盖度超过95％。边坡部分植被品种已经自行繁衍。坡上植被

不要求精细抚育，基本为粗放管理。多种植物构成的群落符合原生演替规律，长期稳定，植

被层没有明显退化现象，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切实可行的实例而已，并非因此局限本发明的权利范围，凡

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均包含于本发明的权利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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