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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

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选择清

理种植区域；S2树木起挖并进行挖掘处理；S3种

植穴准备；S4移植过程，种植穴内撒入保水剂并

用生根水浇透，采用定根水使根部定型；S5保养

流程；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采用土壤放线菌灰

色链霉菌发酵产生的发酵液配合丙森锌或甲基

硫菌灵，在对根部土球进行杀菌时利用发酵液增

加根部土球黏性；采用土壤放线菌灰色链霉菌以

梳枝去叶的残余枝叶为原料，发酵产生酵渣，作

为种植穴填充材料，增加种植穴内的营养基质，

体现循环经济效益；在种植穴上构建水圈堰，使

定根水、窖藏水充分渗透，被保水剂吸附，进而使

树木根部能充分吸收水分，解决水分流失严重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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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选取含砂石量不超过15％的区域作为清理区域，清理栽植区域内垃圾，清理完毕后，

在栽植区域按照10-20kg/m2喷洒杀菌剂；

S2选择胸径φ在5-6cm的垂丝海棠树木，在培植区域起挖时起挖的根部土球直径35-

40cm，以及土球厚度25-30cm，对所述根部土球进行挖掘处理，并对树干进行梳枝去叶，控制

树干枝条高度2.0-2.5m，采用草绳捆绑枝条；

S3在S1中准备的栽植区域中选取无灌木杂草的区域，开挖倒锅底型的种植穴，挖掘出

的土壤经过细碎化处理成为细种植土，留待备用；所述种植穴直径不小于55cm、深度低于所

述根部土球厚度15-20cm，开挖完成后，利用发酵残渣填充种植穴，填充厚度3-6cm；

S4将S2中处理完毕的垂丝海棠树木移栽入S3中准备的种植穴中，采用S3中所述细种植

土铺满种植穴底部，铺设厚度3-5cm，将所述的根部土球正对种植穴底部植入种植穴中，采

用细种植土回填种植穴，并夯实；当夯实厚度至所述根部土球高度的1/3时，在种植穴内的

根部土球周围均匀散入20-25g保水剂后，继续用细种植土填充夯实种植穴；当所述根部土

球高度夯实高度达到4/5后，采用30％生根水浇灌透，待3-5h后，采用10％的定根水灌满整

个种植穴，待7-10h后，采用填充松土方式继续填充满种植穴，并构建水圈堰浇灌10％的定

根水；

S5栽植完成后，在冬季，将树木根部松土5-6cm后，采用保温薄膜覆盖种植穴树杆脚径

周围，覆盖直径超过种植穴直径20cm，并在保温薄膜上铺满15-20cm的所述细种植土；在夏

季，将根部松土5-6cm，并用细种植土构建水圈堰，按照6h间隔浇灌400ml的窖藏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S2中挖掘处理为：采用杀菌剂喷洒润湿根部土球，待5min后，再次喷洒润润湿根

部土球，采用薄膜裹紧根部土球，并用草绳交错捆绑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杀菌剂为70％丙森锌或70％甲基硫菌灵按照体积比1：6与链霉菌发酵液混合配

置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链霉菌发酵液采用土壤放线菌灰色链霉菌，以所述梳枝去叶产生的残

余枝叶为原料发酵22h后，经过过滤静置后得到的；所述发酵渣为所述原料发酵完成后产生

的土壤放线菌灰色链霉菌发酵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梳枝去叶为梳掉靠背枝、超长枝、超高枝、弱小枝；去掉残叶、病叶、黄叶，并保证

书树叶总量为未处理前的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生根水为80％的奈乙酸与水按照3:5混合搅拌均匀，并加热到25℃，静置过滤去

除不溶沉淀，得到30％的生根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定根水为80％的奈乙酸与水按照1:7混合搅拌均匀，静置过滤去除不溶沉淀，得

到10％的定根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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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的水圈堰根据树木胸径，设定直径为25-35cm，高度10cm，堰道宽度为5c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保水剂采用淀粉接枝丙烯酸盐共聚交联物形成的高吸附性树脂。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细碎化处理为采用破碎机破碎土壤2h，筛网过滤，得到粒径为1.5mm以下的湿润

细种植土，并晾晒3h，得到细种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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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园林景观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

棠栽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垂丝海棠为落叶小乔木，高达5米，树冠开展，性喜阳光，不耐阴，也不甚耐寒，爱温

暖湿润环境，适生于阳光充足、背风之处；在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略带粘质的生

长更好，不耐水涝。

[0003] 高海拔地区由于气候干寒，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并且大多数土壤形成时间短，

熟化程度不高，多属砂壤土、砂性重、石砾多、质地偏粗、易漏肥；且四千米以上高原地区的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即使有少数土地含腐殖质较多，亦因温度昼高夜低，微生物繁殖慢、数

量少、分解缓慢，很少为树木所吸收。

[0004] 现有的高海拔地区栽植技术，大多采用改进土壤基质以及种植穴结构，进而改善

高海拔地区土壤熟化不高、养分含量低情况，同时解决高原地区温差大导致栽植树木根部

出现冻伤、冻死情况；如发明为一种高海拔沙地柏引种栽培方法(申请号：2015109606666)，

公开了一种高海拔沙地柏引种栽培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沙砾化戈壁风沙滩区通过整地，

沿与主害风垂直的方向上均匀地布设条带状低垄栽植床面；雨季或秋季时，在条带状低垄

栽植床面上通过穴状整地得到穴状坑；穴状整地后的第二年，在整治好的穴状坑内栽植引

种沙地柏；在栽植好的条带状低垄栽植床面上，均匀的铺设班公柳枯落物和沙土混和物；然

后铺设地膜，地膜的两边压土踩实，形成封闭的覆膜，然后沿沙地柏生长方向剪开裂口，并

覆土掩盖裂口；采取冬季的越冬防寒防护措施。利用本地物种进行栽植，同时采用班公柳枯

落物和沙土混和物提高土壤基质养分，采用地膜降低温度差异影响，虽然适合本地沙地柏

生长，但针对景观植物进行栽植时，没有考虑到植物移栽时需要进行灭菌处理，进而需要时

间适应本地自然环境；同时移植过后种植穴的处理仅仅采用整地处理，在浇灌、施肥情况

下，水分流失极其严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

海棠栽植方法，以至少达到快速适应本地环境、长时间保留水分的目的。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选取含砂石量不超过15％的区域作为清理区域，清理栽植区域内垃圾，清理完

毕后，在栽植区域按照10-20kg/m2喷洒杀菌剂；

[0009] S2选择胸径φ在5-6cm的垂丝海棠树木，在培植区域起挖时起挖的根部土球直径

35-40cm，以及土球厚度25-30cm，对所述根部土球进行挖掘处理，并对树干进行梳枝去叶，

控制树干枝条高度2.0-2.5m，采用草绳捆绑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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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S3在S1中准备的栽植区域中选取无灌木杂草的区域，开挖倒锅底型的种植穴，挖

掘出的土壤经过细碎化处理成为细种植土，留待备用；所述种植穴直径不小于55cm、深度低

于所述根部土球厚度15-20cm，开挖完成后，利用发酵残渣填充种植穴，填充厚度3-6cm；

[0011] S4将S2中处理完毕的垂丝海棠树木移栽入S3中准备的种植穴中，采用S3中所述细

种植土铺满种植穴底部，铺设厚度3-5cm，将所述的根部土球正对种植穴底部植入种植穴

中，采用细种植土回填种植穴，并夯实；当夯实厚度至所述根部土球高度的1/3时，在种植穴

内的根部土球周围均匀散入20-25g保水剂后，继续用细种植土填充夯实种植穴；当所述根

部土球高度夯实高度达到4/5后，采用30％生根水浇灌透，待3-5h后，采用10％的定根水灌

满整个种植穴，待7-10h后，采用填充松土方式继续填充满种植穴，并构建水圈堰浇灌10％

的定根水；

[0012] S5栽植完成后，在冬季，将树木根部松土5-6cm后，采用保温薄膜覆盖种植穴周围，

覆盖直径超过种植穴直径20cm，并在保温薄膜上铺满15-20cm的所述细种植土；在夏季，将

根部松土5-6cm，并用细种植土构建水圈堰，按照6h间隔浇灌400ml的窖藏水。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杀菌剂为70％丙森锌或70％甲基硫菌灵按照体积比1：6与链霉菌

发酵液混合配置而成，采用丙森锌或甲基硫菌灵与发酵液进行组合配制，进而在进行杀菌

同时利用发酵液增加根部土球的土壤黏性，方便后续种植穴栽植过程。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梳枝去叶为梳掉靠背枝、超长枝、超高枝、弱小枝；去掉残叶、病叶、

黄叶，并保证书树叶总量为未处理前的15％，通过梳枝去叶减少栽植树木的营养需求，进而

方便树木栽植后的迅速恢复。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链霉菌发酵液采用土壤放线菌灰色链霉菌，以所述梳枝去叶产生

的残余枝叶为原料发酵22h后，经过过滤静置后得到的；所述发酵渣为所述原料发酵完成后

产生的土壤放线菌灰色链霉菌发酵渣，通过采用链霉菌利用梳枝去叶的残余枝叶进行发酵

产生发酵液，配合成杀菌剂，同时产生发酵渣作为种植穴的填充材料，增加种植穴内土壤的

营养基质。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挖掘处理为：采用杀菌剂喷洒润湿根部土球，待5min后，再次喷洒

润润湿根部土球，采用薄膜裹紧根部土球，并用草绳交错捆绑固定，利用薄膜包裹根部土

球，保证根部土球水分不流失，使杀菌剂充分浸透根部土球，同时保证树木运输过程中的根

部安全。

[0017] 优选的，所述的生根水为80％的奈乙酸与水按照3:5混合搅拌均匀，并加热到25

℃，静置过滤去除不溶沉淀，得到30％的生根水；所述的定根水为80％的奈乙酸与水按照1:

7混合搅拌均匀，静置过滤去除不溶沉淀，得到10％的定根水，利用奈乙酸的配比不同，形成

使树木根系快速生根的生根水与加快树木根系定型的定根水，充分利用树木在生长期间对

奈乙酸的需求不同这一特性，进而加快树木栽植后的根部恢复。

[0018] 优选的，所述的水圈堰根据树木胸径，设定直径为25-35cm，高度10cm，堰道宽度为

5cm，通过构筑水圈堰浇灌栽植后树木，进而维持树木根系水分以及营养要求。

[0019] 优选的，所述的保水剂采用淀粉接枝丙烯酸盐共聚交联物形成的高吸附性树脂，

利用高吸附性树脂作为保水剂，吸附土壤中水分，同时淀粉接枝丙烯酸盐共聚交联物为环

保型高吸附性树脂，对土壤污染危害性较低。

[0020] 优选的，所述的细碎化处理为采用破碎机破碎土壤2h，筛网过滤，得到粒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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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m以下的湿润细种植土，并晾晒3h，得到细种植土，破碎种植穴挖掘产生的土壤作为细

种植土，增加土壤透水性同时细碎的细种植土可作为种植穴内良好的填充剂。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采用土壤放线菌灰色链霉菌发酵产生的发酵液配合丙森锌或甲基硫菌灵，进而

在对根部土球进行杀菌时利用发酵液增加根部土球黏性，方便种植穴内栽植过程。

[0023] 2.采用土壤放线菌灰色链霉菌以梳枝去叶的残余枝叶为原料，发酵产生酵渣，作

为种植穴填充材料，配合细种植土，增加种植穴内的营养基质，同时能充分利用树木残余枝

叶，体现循环经济效益。

[0024] 3.在种植穴上构建水圈堰，利用水圈堰，使定根水、窖藏水充分渗透，被保水剂吸

附，进而使树木根部能充分吸收水分，解决水分流失严重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进一步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以下所

述。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高原的垂丝海棠栽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S1选取含砂石量不超过15％的区域作为清理区域，清理栽植区域内垃圾，清理完

毕后，在栽植区域按照15kg/m2喷洒杀菌剂；所述的杀菌剂为70％甲基硫菌灵按照体积比1：

6与链霉菌发酵液混合配置而成，采用甲基硫菌灵与发酵液进行组合配制，进而在进行杀菌

同时利用发酵液增加根部土球的土壤黏性，方便后续种植穴栽植过程；

[0029] S2选择胸径φ在6cm的垂丝海棠树木，在培植区域起挖时起挖的根部土球直径

37cm，以及土球厚度17cm，对所述根部土球进行挖掘处理：采用杀菌剂喷洒润湿根部土球，

待5min后，再次喷洒润润湿根部土球，采用薄膜裹紧根部土球，并用草绳交错捆绑固定，利

用薄膜包裹根部土球，保证根部土球水分不流失，使杀菌剂充分浸透根部土球，同时保证树

木运输过程中的根部安全；并对树干进行梳枝去叶，控制树干枝条高度2.3m，采用草绳捆绑

枝条；

[0030] S3在S1中准备的栽植区域中选取无灌木杂草的区域，开挖倒锅底型的种植穴，挖

掘出的土壤经过采用破碎机破碎土壤2h，筛网过滤，得到粒径为1.5mm以下的湿润细种植

土，并晾晒3h，得到细种植土，留待备用；所述种植穴直径60cm、深度低于所述根部土球厚度

17cm，开挖完成后，利用发酵残渣填充种植穴，填充厚度5cm，增加种植穴内土壤的营养基

质；

[0031] S4将S2中处理完毕的垂丝海棠树木移栽入S3中准备的种植穴中，采用S3中所述细

种植土铺满种植穴底部，铺设厚度4cm，将所述的根部土球正对种植穴底部植入种植穴中，

采用细种植土回填种植穴，并夯实；当夯实厚度至所述根部土球高度的1/3时，在种植穴内

均匀散入24g淀粉接枝丙烯酸盐共聚交联物形成的高吸附性树脂作为保水剂，继续用细种

植土填充夯实种植穴；当所述根部土球高度夯实高度达到4/5后，采用30％生根水浇灌透，

待4h后，采用10％的定根水灌满整个种植穴，待9h后，采用填充松土方式继续填充满种植

穴，并构建直径为30cm、高度10cm、堰道宽度为5cm的水圈堰，进行10％定根水的浇灌；所述

的生根水为80％的奈乙酸与水按照3:5混合搅拌均匀，并加热到25℃，静置过滤去除不溶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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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得到30％的生根水；所述的定根水为80％的奈乙酸与水按照1:7混合搅拌均匀，静置过

滤去除不溶沉淀，得到10％的定根水，利用奈乙酸的配比不同，形成使树木根系快速生根的

生根水与加快树木根系定型的定根水，充分利用树木在生长期间对奈乙酸的需求不同这一

特性，进而加快树木栽植后的根部恢复；

[0032] S5栽植完成后，在冬季，将树木根部松土5cm后，采用保温薄膜覆盖种植穴周围，覆

盖直径超过种植穴直径20cm，并在保温薄膜上铺满16cm的所述细种植土；在夏季，将根部松

土6cm，并用细种植土构建水圈堰，按照6h间隔浇灌400ml的窖藏水。

[0033] 实施例2

[0034] 区别实施例1，所述杀菌剂采用70％丙森锌按照体积比1：6与链霉菌发酵液混合配

置而成，其余步骤同实施例1。

[0035] 实施例3

[0036] S1选取含砂石量不超过15％的区域作为清理区域，清理栽植区域内垃圾，清理完

毕后，在栽植区域按照15kg/m2喷洒杀菌剂；所述的杀菌剂为70％甲基硫菌灵按照体积比1：

6与蒸馏水配置而成；

[0037] S2选择胸径φ在6cm的垂丝海棠树木，在培植区域起挖时起挖的根部土球直径

37cm，以及土球厚度17cm，对所述根部土球进行挖掘处理：采用杀菌剂喷洒润湿根部土球，

待5min后，再次喷洒润润湿根部土球，采用薄膜裹紧根部土球，并用草绳交错捆绑固定，利

用薄膜包裹根部土球，保证根部土球水分不流失，使杀菌剂充分浸透根部土球，同时保证树

木运输过程中的根部安全；并对树干进行梳枝去叶，控制树干枝条高度2.3m，采用草绳捆绑

枝条；

[0038] S3在S1中准备的栽植区域中选取无灌木杂草的区域，开挖倒锅底型的种植穴，挖

掘出的土壤经过采用破碎机破碎土壤2h，筛网过滤，得到粒径为1.5mm以下的湿润细种植

土，并晾晒3h，得到细种植土，留待备用；所述种植穴直径60cm、深度低于所述根部土球厚度

17cm，开挖完成后，利用所述梳枝去叶的残余枝叶填充种植穴，填充厚度5cm；

[0039] S4将S2中处理完毕的垂丝海棠树木移栽入S3中准备的种植穴中，采用S3中所述细

种植土铺满种植穴底部，铺设厚度4cm，将所述的根部土球正对种植穴底部植入种植穴中，

采用细种植土回填种植穴，并夯实；当夯实厚度至所述根部土球高度的1/3时，在种植穴内

的根部土球周围均匀散入24g淀粉接枝丙烯酸盐共聚交联物形成的高吸附性树脂作为保水

剂，继续用细种植土填充夯实种植穴；当所述根部土球高度夯实高度达到4/5后，采用30％

生根水浇灌透，待4h后，采用10％的定根水灌满整个种植穴，待9h后，采用填充松土方式继

续填充满种植穴，并构建直径为30cm、高度10cm、堰道宽度为5cm的水圈堰，进行10％定根水

的浇灌；所述的生根水为80％的奈乙酸与水按照3:5混合搅拌均匀，并加热到25℃，静置过

滤去除不溶沉淀，得到30％的生根水；所述的定根水为80％的奈乙酸与水按照1:7混合搅拌

均匀，静置过滤去除不溶沉淀，得到10％的定根水，利用奈乙酸的配比不同，形成使树木根

系快速生根的生根水与加快树木根系定型的定根水，充分利用树木在生长期间对奈乙酸的

需求不同这一特性，进而加快树木栽植后的根部恢复；

[0040] S5栽植完成后，在冬季，将树木根部松土5cm后，采用保温薄膜覆盖种植穴周围，覆

盖直径超过种植穴直径20cm，并在保温薄膜上铺满16cm的所述细种植土；在夏季，将根部松

土6cm，并用细种植土构建水圈堰，按照6h间隔浇灌400ml的窖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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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针对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分别选取30棵树木，测定树木的生根周期、成活

率、生长速度、成树均高，结果如表1所示：

[0042] 表1树木生长情况

[0043]

实施方式 生根周期(月) 成活率％ 生长速度(cm/年) 成树均高(m)

实施例1 1.5 96％ 36 5.1

实施例2 1.9 94％ 31 4.2

实施例3 2.1 89％ 29 3.8

[0044] 根据表1所述，实施例1采用甲基硫菌灵与链霉菌发酵液配合形成的杀菌剂，并采

用链霉菌发酵酵渣填充的种植穴，其生根周期1.5个月，成活率96％，生长速度36cm/年，成

树均高5.1m，体现了本发明垂丝海棠的栽植方法的优越性。

[004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理解本发明并非局限于本文所披露的

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环境，并能够在本

文所述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

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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