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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

栽培的方法，本发明属于盐碱地种植领域。解决

现有蒙古柳的种苗繁殖采用大田扦插的方式投

入大，成本高，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采用种子成

熟自然落则时很难萌发的问题。方法：一、采种；

二、播种前处理；三、播种；四、浇水；五、雨季带土

人工移栽，即完成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

工辅助栽培的方法。本发明用于松嫩平原盐碱地

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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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一种松嫩平原盐

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是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采种：

在5月末，待蒙古柳果实由绿变黄，果荚开裂，有白色绒毛露出时，开始人工收集，得到

收集的蒙古柳种子；

二、播种前处理：

将播种土壤置于培育装置内，且播种土壤高度为9cm～13cm，在平地或低洼地挖育苗

池，育苗池内铺设塑料布，将装有播种土壤的培育装置整齐摆放于育苗池内，然后对播种土

壤进行浇水，使得播种土壤含水量为50％～90％；

所述的育苗池池面宽为1.2m～1 .4m，池底面低于地面5cm～7cm，步道宽度为30cm～

40cm；

所述的播种土壤为土壤与生物有机肥按体积比为7:(2.5～3.5)配制而成；所述的土壤

为pH为5.5～7.0的土壤；

三、播种：

将步骤一中收集的蒙古柳种子随采随播，均匀播撒于含水量为50％～90％的播种土壤

表面，然后再往播种土壤表面喷水；

所述的蒙古柳种子的播撒量为每个装有播种土壤的培育装置内均匀播撒8粒～13粒；

四、浇水：

人工定期浇水保持播种土壤表面湿度，使播种土壤含水量为50％～90％，得到蒙古柳

幼苗；

五、雨季带土人工移栽：

在7月～8月雨季，除去培育装置，将蒙古柳幼苗连同土坨一起置于松嫩平原盐碱地的

栽植穴中栽植，经过雨水进行浇灌，即完成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

法；

所述的栽植穴的直径为14cm～16cm，深度为17cm～20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培育装置为软体双色花盆、营养钵或育苗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软体双色花盆直径为12cm～16cm，高为14c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营养钵长为14cm，宽为14c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育苗袋长为13cm，宽为13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生物有机肥为腐熟后的马粪肥、腐熟后的牛粪肥或腐熟后的羊的粪

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播种土壤高度为10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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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播种土壤为土壤与生物有机肥按体积比为7:3配制而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播种土壤高度为10cm～13c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播种土壤为土壤与生物有机肥按体积比为7:(2.5～3)配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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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盐碱地种植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松嫩平原盐碱土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土集中分布区之一，盐碱化土地面积约327

万hm2，占该平原面积的21％，是我国苏打盐碱化土壤的最大分布区。近年来，由于自然因素

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盐碱化程度不断加深，形成草原盐碱化、耕地盐碱化和沼泽湿地盐

碱化，使盐碱化土地面积逐年增加，土地利用难度不断加大，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作为土地资源，盐碱地已经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国土资源。

[0003] 盐碱化土壤大部分是由苏打积累而形成，pH值达到8.0以上，养分含量较低，水分

物理性状较差，不具备植物生长的条件。目前盐碱化土壤的治理措施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非生物学措施，一类是生物学措施，生物学措施主要以引种先锋植物或耐盐碱植物来改良

盐渍化土壤，例如碱蓬属中的星星草、朝鲜碱茅、角碱蓬等，多为草本植物。

[0004] 蒙古柳(Salix  linearistipularis  Hao)是杨柳科、柳属植物，木本灌木或小乔

木，主要分布于河畔、平原湿地及盐碱地区，喜光、耐寒、耐旱及耐水湿，具有较强的耐盐碱

特性，能够影响和改善土壤的pH值，是松嫩平原盐碱地自然群落分布中唯一的木本植物，可

作为松嫩平原盐碱地植被恢复的重要树种。目前蒙古柳的种苗繁殖主要采用大田扦插的方

式，该方式育苗需要大量1年-2年生的蒙古柳营养枝作为插条，投入大，成本高，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另一方面，蒙古柳四月中旬开花，五月末种子成熟，种子数量丰富，种子寿命30天

左右，水分充足时，可随采随播，迅速萌发。但由于松嫩平原盐碱地处于半湿润半干旱区，年

降水量约450mm，70％～80％的降雨分布于7～9月份，全年水面蒸发量为1500mm～2000mm。

强烈的蒸发形成该地区春季严重少雨干旱，五月下旬，蒙古柳种子成熟自然落地时很难萌

发，待到雨季到来时短命的种子早已失去了活力，在盐碱地生长的蒙古柳种子自然更新所

形成的实生苗成活率低于10％。

[0005] 由此可知，现有蒙古柳的种苗繁殖采用大田扦插的方式投入大，成本高，耗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采用种子成熟自然落则时很难萌发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现有蒙古柳的种苗繁殖采用大田扦插的方式投入大，成本高，耗费

大量的人力物力，采用种子成熟自然落则时很难萌发的问题，而提供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

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

[0007] 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是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8] 一、采种：

[0009] 在5月末，待蒙古柳果实由绿变黄，果荚开裂，有白色绒毛露出时，开始人工收集，

得到收集的蒙古柳种子；

[0010] 二、播种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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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将播种土壤置于培育装置内，且播种土壤高度为9cm～13cm，在平地或低洼地挖育

苗池，育苗池内铺设塑料布，将装有播种土壤的培育装置整齐摆放于育苗池内，然后对播种

土壤进行浇水，使得播种土壤含水量为50％～90％；

[0012] 所述的育苗池池面宽为1.2m～1.4m，池底面低于地面5cm～7cm，步道宽度为30cm

～40cm；

[0013] 所述的播种土壤为土壤与生物有机肥按体积比为7:(2.5～3.5)配制而成；所述的

土壤为pH为5.5～7.0的土壤；

[0014] 三、播种：

[0015] 将步骤一中收集的蒙古柳种子随采随播，均匀播撒于含水量为50％～90％的播种

土壤表面，然后再往播种土壤表面喷水；

[0016] 所述的蒙古柳种子的播撒量为每个装有播种土壤的培育装置内均匀播撒8粒～13

粒；

[0017] 四、浇水：

[0018] 人工定期浇水保持播种土壤表面湿度，使播种土壤含水量为50％～90％，得到蒙

古柳幼苗；

[0019] 五、雨季带土人工移栽：

[0020] 在7月～8月雨季，除去培育装置，将蒙古柳幼苗连同土坨一起置于松嫩平原盐碱

地的栽植穴中栽植，经过雨水进行浇灌，即完成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

的方法；

[0021] 所述的栽植穴的直径为14cm～16cm，深度为17cm～20cm。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主要利用蒙古柳的耐盐碱特性，改变以往的扦插苗培育，杨柳科柳属植物，

一方面种子小寿命短，柳树的种子传播是风吹柳絮，当种子还没有遇到适合萌发条件时种

子已经失去活力了，很难形成自然更新幼苗，再者柳树多为乔木，也很难进行人工采种，所

以不适合种子繁殖。另一方面，柳树柳条生根能力强，成活率高，繁殖快，所以现在生产中多

用扦插方式繁殖。但是扦插繁殖容易产生细弱苗木，成苗质量受影响，后期管理成本高，再

者扦插需要培育大量1-2年生枝条作为插条，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0024] 蒙古柳是灌木丛，便于人工采种，对柳絮的飞散具有可控性，丰富的种源可以利

用。蒙古柳是松嫩平原盐碱地上为数不多的木本植物，盐碱草地上春季风大少雨干旱，在缺

水情况下即使人工采种，随采随播，种子也无法萌发，幼苗也不能生长，只能通过人工辅助

培育幼苗，利用当年种子，在种子成熟时通过人工收集种子进行播种育苗，雨季到来时，带

土移栽到盐碱地上。在雨季时栽培，通过雨水灌溉，促进根系发育，9月份雨季过后天气渐

凉，11月份开始结冰降雪，经过一冬天降雪的储备，使得水量存储，到第二年春季，雨季栽培

苗一年后保存率可达到93％以上，经过雨季和冬季降雪两个季节保证了蒙古柳幼苗在盐碱

地正常生长所需水分。由于松嫩平原地处我国东北部，属于寒温带，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

气候，春季较短，干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日夜温差大，冬季漫长寒冷干燥，适合松嫩

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并能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效果。

[0025] 人工播种培育实生苗，既能保证苗木成活率，又能节省大量作为插条的1-2年生的

柳条，同时又能充分利用雨季的降水保证移栽苗的成活率促进根系发育，避免了种子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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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雨季错位给种子繁殖造成的影响，充分利用雨季优势提高实生苗的成活率，促进盐碱地

木本植物的植被恢复，为盐碱地植被恢复提供机理明确、简便易行、减少成本，又能大面积

推广应用的盐碱土蒙古柳栽植新技术。木本植物代替草本植物，改变以往柳树扦插苗培育

的高投入，高成本，浪费人力物力的模式，

[0026] 本发明采用人工辅助播种和带土移栽相结合的技术，提高了蒙古柳栽植成活率和

保存率，经过培植的蒙古柳幼苗是全根系，带土坨，栽植时不伤根，当年栽植成活率超过

95％以上，在盐碱地生长的蒙古柳种子自然更新所形成的实生苗成活率低于10％。本发明

使蒙古柳雨季栽植存活率和一年后保存率均大大提高，一年后保存率可达到93％以上，能

够更好地实现盐碱土地治理效果，同时，也能降低治理成本。

[0027] 1、种子繁殖，用种子繁殖替代常规的扦插育苗，即利用了大量的种子资源，又节约

了作为插穗的柳条资源，同时减少扦插苗培育所造成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0028] 2、容器育苗，容器选择软质花盆或可降解的无纺布，柔软轻便适合运输，市场可购

无污染，减少苗木培育及运输成本；

[0029] 3、培育池可储存水分，保证短寿种子快速萌发所需的水分，促使短寿种子在极短

的生命周期内迅速发芽生长；

[0030] 4、带土坨移栽，栽植后缓苗期短，栽植时不伤根，栽植后能正常生长，有利于提早

发挥效益。带土坨移栽到盐碱地里可以避免盐渍土对幼根的直接伤害，土坨可以隔离盐碱

土，在幼苗根系周围形成适合根系生长的小生境，促进移栽苗木的成活率；

[0031] 5、雨季移栽，借助雨水灌溉提高苗木成活率，节省了人工灌溉成本，适合大面积的

盐碱地植被恢复。

[0032] 本发明用于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实施例一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当年8月末实际调查的实生苗情况照

片；

[0034] 图2为实施例一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一年后苗木生长情况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

法是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6] 一、采种：

[0037] 在5月末，待蒙古柳果实由绿变黄，果荚开裂，有白色绒毛露出时，开始人工收集，

得到收集的蒙古柳种子；

[0038] 二、播种前处理：

[0039] 将播种土壤置于培育装置内，且播种土壤高度为9cm～13cm，在平地或低洼地挖育

苗池，育苗池内铺设塑料布，将装有播种土壤的培育装置整齐摆放于育苗池内，然后对播种

土壤进行浇水，使得播种土壤含水量为50％～90％；

[0040] 所述的育苗池池面宽为1.2m～1.4m，池底面低于地面5cm～7cm，步道宽度为30cm

～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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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所述的播种土壤为土壤与生物有机肥按体积比为7:(2.5～3.5)配制而成；所述的

土壤为pH为5.5～7.0的土壤；

[0042] 三、播种：

[0043] 将步骤一中收集的蒙古柳种子随采随播，均匀播撒于含水量为50％～90％的播种

土壤表面，然后再往播种土壤表面喷水；

[0044] 所述的蒙古柳种子的播撒量为每个装有播种土壤的培育装置内均匀播撒8粒～13

粒；

[0045] 四、浇水：

[0046] 人工定期浇水保持播种土壤表面湿度，使播种土壤含水量为50％～90％，得到蒙

古柳幼苗；

[0047] 五、雨季带土人工移栽：

[0048] 在7月～8月雨季，除去培育装置，将蒙古柳幼苗连同土坨一起置于松嫩平原盐碱

地的栽植穴中栽植，经过雨水进行浇灌，即完成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

的方法；

[0049] 所述的栽植穴的直径为14cm～16cm，深度为17cm～20cm。

[0050] 本具体实施方式步骤三中蒙古柳种子的播撒量即能避免每一个培育装置内苗木

过密而产生的生存空间和养分的竞争，又能保证苗木集堆来抵抗恶劣环境。

[0051] 本具体实施方式育苗池内铺塑料布，避免浇灌时水分流失。

[0052]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有益效果是：

[0053] 本具体实施方式主要利用蒙古柳的耐盐碱特性，改变以往的扦插苗培育，杨柳科

柳属植物，一方面种子小寿命短，柳树的种子传播是风吹柳絮，当种子还没有遇到适合萌发

条件时种子已经失去活力了，很难形成自然更新幼苗，再者柳树多为乔木，也很难进行人工

采种，所以不适合种子繁殖。另一方面，柳树柳条生根能力强，成活率高，繁殖快，所以现在

生产中多用扦插方式繁殖。但是扦插繁殖容易产生细弱苗木，成苗质量受影响，后期管理成

本高，再者扦插需要培育大量1-2年生枝条作为插条，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0054] 蒙古柳是灌木丛，便于人工采种，对柳絮的飞散具有可控性，丰富的种源可以利

用。蒙古柳是松嫩平原盐碱地上为数不多的木本植物，盐碱草地上春季风大少雨干旱，在缺

水情况下即使人工采种，随采随播，种子也无法萌发，幼苗也不能生长，只能通过人工辅助

培育幼苗，利用当年种子，在种子成熟时通过人工收集种子进行播种育苗，雨季到来时，带

土移栽到盐碱地上。在雨季时栽培，通过雨水灌溉，促进根系发育，9月份雨季过后天气渐

凉，11月份开始结冰降雪，经过一冬天降雪的储备，使得水量存储，到第二年春季，雨季栽培

苗一年后保存率可达到93％以上，经过雨季和冬季降雪两个季节保证了蒙古柳幼苗在盐碱

地正常生长所需水分。由于松嫩平原地处我国东北部，属于寒温带，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

气候，春季较短，干燥多风，夏季温热多雨，秋季日夜温差大，冬季漫长寒冷干燥，适合松嫩

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并能实现本具体实施方式的技术效果。

[0055] 人工播种培育实生苗，既能保证苗木成活率，又能节省大量作为插条的1-2年生的

柳条，同时又能充分利用雨季的降水保证移栽苗的成活率促进根系发育，避免了种子寿命

与雨季错位给种子繁殖造成的影响，充分利用雨季优势提高实生苗的成活率，促进盐碱地

木本植物的植被恢复，为盐碱地植被恢复提供机理明确、简便易行、减少成本，又能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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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的盐碱土蒙古柳栽植新技术。木本植物代替草本植物，改变以往柳树扦插苗培育

的高投入，高成本，浪费人力物力的模式，

[0056] 本具体实施方式采用人工辅助播种和带土移栽相结合的技术，提高了蒙古柳栽植

成活率和保存率，经过培植的蒙古柳幼苗是全根系，带土坨，栽植时不伤根，当年栽植成活

率超过95％以上，在盐碱地生长的蒙古柳种子自然更新所形成的实生苗成活率低于10％。

本具体实施方式使蒙古柳雨季栽植存活率和一年后保存率均大大提高，一年后保存率可达

到93％以上，能够更好地实现盐碱土地治理效果，同时，也能降低治理成本。

[0057] 1、种子繁殖，用种子繁殖替代常规的扦插育苗，即利用了大量的种子资源，又节约

了作为插穗的柳条资源，同时减少扦插苗培育所造成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0058] 2、容器育苗，容器选择软质花盆或可降解的无纺布，柔软轻便适合运输，市场可购

无污染，减少苗木培育及运输成本；

[0059] 3、培育池可储存水分，保证短寿种子快速萌发所需的水分，促使短寿种子在极短

的生命周期内迅速发芽生长；

[0060] 4、带土坨移栽，栽植后缓苗期短，栽植时不伤根，栽植后能正常生长，有利于提早

发挥效益。带土坨移栽到盐碱地里可以避免盐渍土对幼根的直接伤害，土坨可以隔离盐碱

土，在幼苗根系周围形成适合根系生长的小生境，促进移栽苗木的成活率；

[0061] 5、雨季移栽，借助雨水灌溉提高苗木成活率，节省了人工灌溉成本，适合大面积的

盐碱地植被恢复。

[0062]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述的培育

装置为软体双色花盆、营养钵或育苗袋。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63]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之一不同的是：所述的软体

双色花盆直径为12cm～16cm，高为14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64]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所述的营养

钵长为14cm，宽为14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相同。

[0065]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所述的育苗

袋长为13cm，宽为13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相同。

[0066]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

述的生物有机肥为腐熟后的马粪肥、腐熟后的牛粪肥或腐熟后的羊的粪肥。其它与具体实

施方式一或五相同。

[0067]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播

种土壤高度为10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相同。

[0068]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

述的播种土壤为土壤与生物有机肥按体积比为7:3配制而成。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

相同。

[0069]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播

种土壤高度为10cm～13c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相同。

[0070]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所

述的播种土壤为土壤与生物有机肥按体积比为7:(2.5～3)配制而成。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

一至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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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采用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72] 实施例一：

[0073] 一种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是按以下步骤进行：

[0074] 一、采种：

[0075] 在2017年5月25日～30日，待蒙古柳果实由绿变黄，果荚开裂，有白色绒毛露出时，

开始人工收集，得到收集的蒙古柳种子；

[0076] 二、播种前处理：

[0077] 将播种土壤置于培育装置内，且播种土壤高度为10cm，在平地或低洼地挖育苗池，

育苗池内铺设塑料布，将装有播种土壤的培育装置整齐摆放于育苗池内，然后对播种土壤

进行浇水，使得播种土壤含水量为50％～90％；

[0078] 所述的育苗池池面宽为1.2m～1.4m，池底面低于地面5cm～7cm，步道宽度为30cm

～40cm；

[0079] 所述的播种土壤为土壤与生物有机肥按体积比为7:3配制而成；所述的土壤为pH

为5.5～7的土壤；

[0080] 三、播种：

[0081] 在2017年5月30日～31日，将步骤一中收集的蒙古柳种子随采随播，均匀播撒于含

水量为50％～90％的播种土壤表面，然后再往播种土壤表面喷水；

[0082] 所述的蒙古柳种子的播撒量为每个装有播种土壤的培育装置内均匀播撒8粒～13

粒；

[0083] 四、浇水：

[0084] 人工定期浇水保持播种土壤表面湿度，使播种土壤含水量为50％～90％，得到蒙

古柳幼苗；

[0085] 五、雨季带土人工移栽：

[0086] 在2017年7月2日～2017年7月10日，雨季到来时，在东北林业大学安达实验基地盐

碱草地上，除去培育装置，将蒙古柳幼苗连同土坨一起置于松嫩平原盐碱地的栽植穴中栽

植，经过雨水进行浇灌，即完成松嫩平原盐碱地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的方法；

[0087] 所述的栽植穴的直径为14cm～16cm，深度为17cm～20cm。

[0088] 步骤二中所述的培育装置为软体双色花盆。

[0089] 所述的软体双色花盆直径为12cm～16cm，高为14cm。

[0090] 步骤二中所述的生物有机肥为腐熟后的牛粪肥。

[0091] 在2017年8月30日，对7月初雨季到来时栽培的当年生蒙古柳幼苗，进行计算栽植

成活率，在很少有植被分布的盐碱土壤上，栽培了蒙古柳当年生苗木共3800株，8月末进行

实苗调查共成活3610株，栽植成活率为95％。图1为实施例一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栽培，当

年8月末实际调查的实生苗情况照片；由图可知，雨季栽苗成活率较高。

[0092] 在2018年6月2日，对2017年雨季栽培的蒙古柳苗木，进行计算一年后保存率，通过

实株调查，共成活3534株，一年后保存率可达到93％。图2为实施例一蒙古柳雨季人工辅助

栽培，一年后苗木生长情况照片；由图可知，苗木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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