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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

的方法，属于农学和生态工程技术领域。其包括

以下工艺步骤：1）立地改良；2）树种选择；3）植树

造林；4）抚育管理。上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

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设计合理，通过该

方法进行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能够

有效改良土壤，降低土壤盐分含量，通过植被覆

盖率，有效地改变泥质海岸盐碱地原生草本植物

的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促使研究区原生植物

进入一个新的演替进程；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

性，提升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促进沿

海美丽风景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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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1）立地改良：根据造林地土壤、水分等自然状况，进行立地改良，为林分营建和植物生

长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

  2）树种选择：因地制宜选择适宜当地生长的树种，并根据树种季相变化特点合理搭配

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进行树种优化配置，在发挥森林改良土壤、降低风速、防风固沙、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功能的同时，营造较好的生态景观效果；

3）植树造林：选择生长健壮的优质苗木进行栽植，适宜造林时间为春季；

4）抚育管理：造林后对苗木进行加固、支撑；利用谷糠、干草、树叶进行地面覆盖；及时

浇水、排水，松土除草。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1）立地改良具体为：A）物理改良：除草和整地，将清理后杂草翻入底层作为阻隔

层防止返盐；合理布局沟渠，填洼抬地，降低地下水位，进行洗盐、排盐，快速降低土壤含盐

量，具体为：①开沟设计：每100米为一个标准段，横向每5米设置一条排水沟，规格40×

30cm；每间隔50米开一条纵向排水沟，规格80×60cm；②地形处理：根据实际地形进行土地

平整，利用开沟的土方在每一块种植地因势造形做成龟背状，充分发挥排水功效，客土改

良，利用农耕地表土进行盐碱地客土改良造林地；B）  化学改良：施用化学酸性肥料过磷酸

钙、磷酸二氢钾以活化土壤中的钙质，降低土壤pH  值：C）  生物改良：套种绿肥、增施腐熟有

机肥、增加土壤通透性及地面覆盖措施，与种植土混合使用，放在穴底，作为隔离层。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2）中树种选择具体为：木本植物为主体，常绿、落叶树种搭配，乔灌草相结合；以

乡土树种为主体，引进试验成功的外来抗性树种与豆科植物。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3）造林具体方法为：合理确定种植穴规格：乔木50×50×50cm，灌木：40×40×

40cm；造林前改土：使用客土；穴中施入笼糠2.  5  kg/穴、有机肥乔木：5  kg/穴，灌木：2.5 

kg/穴；适当密植：乔木树种密度2.5×2m，灌木树种密度为1×1m；适当浅栽，定植时根球上

沿与地相平，避免过深遭受盐害；常绿树种苗木在栽植时疏枝摘叶，以减少水分蒸发；覆土

后踩实，浇透水。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4）抚育管理具体方法为：植苗后防护：先用竹竿在迎风向斜插入泥土中1  m  深，

然后用布条或细麻绳绑紧，使树木不能晃动，再在树林的纵向和横向用竹竿连成一个整体， 

以增强抗风能力；造林后对苗木进行地面覆盖：利用砻糠、植物秸竿或种植地被植物进行地

面覆盖，保墒增湿，提高树木的成活率；及时松土，补施有机肥，或生理酸性肥料；栽植后进

行水肥管理及苗木防护、幼林管理。

6.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造林植物材料为：乔木：木麻黄、栾树、国槐、无患子、金丝垂柳、臭椿、刺槐、

女贞、常青白蜡、绒毛白蜡、中山杉、旱柳、苦楝、白榆；灌木：海滨木槿、夹竹桃、十大功劳、紫

穗槐、枸杞、柽柳；草本：天蓝苜蓿、紫花苜蓿、结缕草、田菁、三叶草、黑麦草。

7.如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苗木要求生长健壮、树形完整、无病虫害，苗木产地属同一种源地；苗木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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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胸径2cm以上，高度2m以上，并留有冠幅；灌木高度1～1.2m，冠幅0.6m以上；土球规格：

乔木按胸径的8倍、灌木按地径的6倍确定土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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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学和生态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

生态修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有大陆海岸线18000多公里，其中泥质海岸约占48.5%。泥质滩涂地区受台风、

风暴潮等影响大，土壤含盐量高，淡水不足，适应树种少，因此，在全球都是植被构建与造林

绿化的难点。大面积的裸露泥质滩涂不仅造成自然资源浪费，而且景观视觉效果不佳，环境

污染时常发生。在其它条件不可控的情况下，通过选择适宜的植物材料进行植树造林和盐

碱地生态修复，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沿海风景线，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

展，既能够为沿海地区构建一道绿色屏障，加强区域生态修复，防灾减灾，改善环境；又可以

提供后备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为经济发展起到保障促进作用；同时，对于在沿

海地区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设计提供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

绿化与生态修复方法的技术方案。

[0004] 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工

艺步骤：

1）立地改良：根据造林地土壤、水分等自然状况，进行立地改良，为林分营建和植物生

长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

  2）树种选择：因地制宜选择适宜当地生长的树种，并根据树种季相变化特点合理搭配

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进行树种优化配置，在发挥森林改良土壤、降低风速、防风固沙、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功能的同时，营造较好的生态景观效果；

3）植树造林：选择生长健壮的优质苗木进行栽植，适宜造林时间为春季；

4）抚育管理：造林后对苗木进行加固、支撑；利用谷糠、干草、树叶进行地面覆盖；及时

浇水、排水，松土除草。

[0005] 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

1）立地改良具体为：A）物理改良：除草和整地，将清理后杂草翻入底层作为阻隔层防止返

盐；合理布局沟渠，填洼抬地，降低地下水位，进行洗盐、排盐，快速降低土壤含盐量，具体

为：①开沟设计：每100米为一个标准段，横向每5米设置一条排水沟，规格40×30cm；每间隔

50米开一条纵向排水沟，规格80×60cm；②地形处理：根据实际地形进行土地平整，利用开

沟的土方在每一块种植地因势造形做成龟背状，充分发挥排水功效，客土改良，利用农耕地

表土进行盐碱地客土改良造林地；B）  化学改良：施用化学酸性肥料过磷酸钙、磷酸二氢钾

以活化土壤中的钙质，降低土壤pH  值：C）  生物改良：套种绿肥、增施腐熟有机肥、增加土壤

通透性及地面覆盖措施，与种植土混合使用，放在穴底，作为隔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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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

2）中树种选择具体为：木本植物为主体，常绿、落叶树种搭配，乔灌草相结合；以乡土树种为

主体，引进试验成功的外来抗性树种与豆科植物。

[0007] 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

3）造林具体方法为：合理确定种植穴规格：乔木50×50×50cm，灌木：40×40×40cm；造林前

改土：使用客土；穴中施入笼糠2.  5  kg/穴、有机肥乔木：5  kg/穴，灌木：2.5  kg/穴；适当密

植：乔木树种密度2.5×2m，灌木树种密度为1×1m；适当浅栽，定植时根球上沿与地相平，避

免过深遭受盐害；常绿树种苗木在栽植时疏枝摘叶，以减少水分蒸发；覆土后踩实，浇透水。

[0008] 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

4）抚育管理具体方法为：植苗后防护：先用竹竿在迎风向斜插入泥土中1  m  深，然后用布条

或细麻绳绑紧，使树木不能晃动，再在树林的纵向和横向用竹竿连成一个整体， 以增强抗

风能力；造林后对苗木进行地面覆盖：利用砻糠、植物秸竿或种植地被植物进行地面覆盖，

保墒增湿，提高树木的成活率；及时松土，补施有机肥，或生理酸性肥料；栽植后进行水肥管

理及苗木防护、幼林管理。

[0009] 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造林

植物材料为：乔木：木麻黄、栾树、国槐、无患子、金丝垂柳、臭椿、刺槐、女贞、常青白蜡、绒毛

白蜡、中山杉、旱柳、苦楝、白榆；灌木：海滨木槿、夹竹桃、十大功劳、紫穗槐、枸杞、柽柳；草

本：天蓝苜蓿、紫花苜蓿、结缕草、田菁、三叶草、黑麦草。

[0010] 所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苗木

要求生长健壮、树形完整、无病虫害，苗木产地属同一种源地；苗木规格要求：乔木胸径2cm

以上，高度2m以上，并留有冠幅；灌木高度1～1.2m，冠幅0.6m以上；土球规格：乔木按胸径的

8倍、灌木按地径的6倍确定土球大小。

[0011] 上述的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设计合理，通过该方法

进行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能够有效改良土壤，降低土壤盐分含量，通过植被覆

盖率，有效地改变泥质海岸盐碱地原生草本植物的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促使研究区原

生植物进入一个新的演替进程；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生态功

能，促进沿海美丽风景线建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以下结合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13] 实施例1：一种用于泥质海岸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的方法

1）首先进行立地改良，具体采用物理改良、化学改良和生物改良，其中，A）物理改良：除

草和整地，将清理后杂草翻入底层作为阻隔层防止返盐；合理布局沟渠，填洼抬地，降低地

下水位，进行洗盐、排盐，快速降低土壤含盐量，具体操作位：①开沟设计：每100米为一个标

准段，横向每5米设置一条排水沟，规格40×30cm；每间隔50米开一条纵向排水沟，规格80×

60cm；②地形处理：根据实际地形进行土地平整，利用开沟的土方在每一块种植地因势造形

做成龟背状，充分发挥排水功效；客土改良，利用农耕地表土进行盐碱地客土改良造林地；

B）化学改良：施用化学酸性肥料过磷酸钙、磷酸二氢钾等以活化土壤中的钙质, 降低土壤

pH  值；C）生物改良：套种绿肥（田菁、大麦、天蓝苜蓿等）、增施腐熟有机肥、增加土壤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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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面覆盖等措施（杂草、绿肥割青后深翻入土），与种植土混合使用，放在穴底，作为隔离

层。

[0014] 2）遵循适地适树原则，选择适宜植物材料。树种选择：木本植物为主体，常绿、落

叶、乔灌草相结合；以乡土树种为主体，适当引进试验成功的外来抗性树种。苗木要求生长

健壮、树形完整、无病虫害，苗木产地属同一种源地。苗木规格要求：乔木胸径2cm以上，高度

2m以上，并留有冠幅；灌木高度1～1.2m，冠幅0.6m以上；土球规格：乔木按胸径的8倍、灌木

按地径的6倍确定土球大小。造林植物材料主要有：乔木：木麻黄、栾树、国槐、无患子、金丝

垂柳、臭椿、刺槐、女贞、常青白蜡、绒毛白蜡、中山杉、旱柳、苦楝、白榆；灌木：海滨木槿、夹

竹桃、十大功劳、紫穗槐、枸杞、柽柳；草本：天蓝苜蓿、紫花苜蓿、结缕草、田菁、三叶草、黑麦

草等。

[0015] 3）植树造林：栽植技术主要是：合理确定种植穴规格：乔木50×50×50cm，灌木：40

×40×40cm。造林前改土：使用客土；穴中施入笼糠（2.5  kg/穴）、有机肥（乔木：5  kg/穴，灌

木：2.5  kg/穴）。适当密植：乔木树种密度2.5×2m，灌木树种密度为1×1m；适当浅栽，定植

时根球上沿与地相平，避免过深遭受盐害（常绿树种在栽植时必须疏枝摘叶,  减少水分蒸

发）。

[0016] 4）抚育管理：植苗后支架支撑：先用竹竿在迎风向斜插入泥土中约1  m  深,  然后

用布条或细麻绳绑紧,  使树木不能晃动,  再在树林的纵向和横向用竹竿连成一个整体, 

以增强抗风能力。地面覆盖：利用砻糠、植物秸竿等或种植地被植物(天蓝苜蓿、田菁)  等进

行地面覆盖，保墒增湿,  可提高树木的成活率。及时松土，补施有机肥，或生理酸性肥料如

过磷酸钙、磷酸二氢钾等。

[0017] 试验例1：

本试验在余姚市泗门镇实施，位于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北部，北濒杭州湾。镇域总面积

66.3  km2，其中陆域面积62.5  km2。区域内地势平坦，地势由南向北呈丘陵－平原－滩涂－

海洋台阶式格局，平均海拔3～5m。土壤有红壤、水稻土、潮土、盐土等土类，潮土和盐土分布

在海湾冲积平原，是沿海林带建设的主要土壤。泗门镇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

气温16℃，最高气温39℃，最低气温-9.3℃，无霜期240  d左右；年平均降水量1300  mm，常年

主导风向为东南风。一年中，由于季风交替，常有春秋季的低温阴雨，梅汛期暴雨洪涝，夏季

干旱、高温、台风、冰雹、大风和冬季的雨雪冰冻等灾害性天气出现。北部沿海地区林木植被

不足，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生态的需要。镇内河网密布，河道纵横，有临周江、济美桥江、四塘

横江、五塘横江、七塘横江、陶家路江和谢家路江等。

[0018] 从2008年起实施了盐碱地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至今完成了1.12  km2建设面积，初

步获得成功，效果良好。目前有解放塘、七塘江、九塘横江、十塘、十一塘五条生态防护林，通

过实施开沟排盐、土壤改良、种植穴改土、树种选择、种后抚育等措施，成活率和保存率都达

到了较高水平，提高了实验区生物多样性及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能力，土壤结构与理化性状

得到改善。具体措施如下：

1.  树种配置：根据适地适树、常绿与落叶、乔灌草相结合、以乡土树种为主原则，利用

耐盐碱乡土树种的调查和引进树种的适应性调查结果，选择以下树种作为初植主要树种:

常绿乔木为女贞、木麻黄、中山杉，落叶乔木为绒毛白蜡、刺槐、无患子、臭椿、  国槐、旱柳、

金丝垂柳、黄山栾树、苦楝、白  榆，灌木为夹竹桃、柽柳、海滨木槿，草本  (主要作绿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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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田菁、紫花苜蓿、结缕草。苗木要求生长健壮的带根球苗木，乔木苗胸径在3～4  cm。在满

足生态功能的同时，营造了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观效果。

[0019] 2.  苗木质量：苗木要求生长健壮、树形完整、无病虫害，苗木产地属同一种源地。

苗木规格要求：乔木胸径2cm以上，高度2m以上，并留有冠幅；灌木高度1～1.2m，冠幅0.6m以

上；土球规格：乔木按胸径的8倍、灌木按地径的6倍确定土球大小。

[0020] 3. 改良土壤：1)  物理改良，除草和整地，将清理后杂草翻入底层作为阻隔层防止

返盐。合理布局沟渠，填洼抬地，降低地下水位，进行洗盐、排盐，快速降低土壤含盐量。具体

设计：①开沟设计：每100米为一个标准段，横向每5米设置一条排水沟，规格40×30cm；每间

隔50米开一条纵向排水沟，规格80×60cm。②地形处理：根据实际地形进行土地平整，利用

开沟的土方在每一块种植地因势造形做成龟背状，充分发挥排水功效。客土改良，利用农耕

地表土进行盐碱地客土改良造林地。2)  化学改良，施用化学酸性肥料过磷酸钙、磷酸二氢

钾等以活化土壤中的钙质,  降低土壤的pH  值。3)  生物改良，套种绿肥（田菁Sesbania 

cannabina  Pers .、大麦H.  vulgare，野豌豆Vicia  sepium  Linn .或天蓝苜蓿Medicago 

lupulina  L.等）、增施腐熟有机肥、增加土壤通透性及地面覆盖等措施（杂草、绿肥割青后

深翻入土），与种植土混合使用，放在穴底，作为隔离层。

[0021] 4．植树造林：栽植技术主要是：合理确定种植穴规格：乔木50×50×50cm，灌木：40

×40×40cm。造林前改土：使用客土，种植穴每穴回填田土50  kg；以协助苗木进行过渡适

应。穴中施入笼糠（2.  5  kg/穴）、有机肥（乔木：5  kg/穴，灌木：2.5  kg/穴），增强土壤通透

性，增加有机质含量。适当密植：乔木树种密度2.5×2m，灌木树种密度为1×1m；适当浅栽，

定植时根球上沿与地相平，避免过深遭受盐害（常绿树种在栽植时必须疏枝摘叶，减少水分

蒸发）。

[0022] 5.  抚育管理：（1）支架支撑  先用竹竿在迎风向斜插人泥土中约1  m深，然后用布

条或细麻绳绑紧，使树木不能晃动，再在树林的纵向和横向用竹竿连成一个整体，以增强抗

风能力；（2）抚育养护  树木在栽种后对环境有  适应期，这个时期加强其抚育管理，显得尤

为重要，是绿化成败的关键,  具体措施如下：（a）地面覆盖，利用砻糠、植物秸竿  等和种植

地被植物（紫花苜蓿、田菁）等进行地面覆盖，保墒增湿，可提髙树木的成活率；（b）开沟排

水，合理灌溉以解决地  下水位髙所造成的盐水顶托，同时也有利  于雨水的淋洗。根据“大

水压碱、小水引碱”治盐经验，要做到大雨排水，小雨灌水，水要一次性浇透，才能有效地抑

制土  壤返盐,保证植物常生长；（c）及时松土，补施有机肥“土生芽、气生根”，土壤结构良

好，有机质含量丰富,通气透水性能好，在水、肥、气、热充足的条件下根系生长迅速。因此下

雨或烧灌之后应及时松土，以保持水分，还可以因切断毛管水分蒸发而减少返盐；（d）  在7

月之后，高温干旱，土壤返盐强烈，利用植物秸竿等覆盖表土可发挥抑盐的作用，但不持久、

易损失。因此采用种植地被植物的方式或者保持一定髙度杂草生长，做到黄土不露天是提

高树木的成活率的一种很有效方式。

[0023] 6.  造林效果：造林当年，林木成活率最低为65%，最高为100%；造林第二年其含盐

量已低于同地区农田和荒地土壤；土壤pH值稳定在8.41～8.73之间，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

土壤pH值的影响不大；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高低循序依次为农田、

林地和荒地，林带和荒地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初期比较接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带和荒地

的有机质和全氮含量逐渐拉开距离，表现为林带高于荒地，林带能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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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氮含量，培肥土壤；试验示范林初具规模，植物生长良好，土壤改良作用明显，群落结构得

到进化；植物成活率高，长势良好，景观效应突出，盐碱地绿化与生态修复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生态效益。

[0024] 检查验收与建档

检查验收

造林单位必须预先做好造林规划设计方案，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才能施工，由主管部

门对主要作业、主要环节进行检查验收，具体办法参照GB/T  23231-2009和GB/T  23235-

2009的规则执行。

[0025] 建档

造林后建立经营档案，内容包括造林地基本情况、苗木定植情况、检查验收结果、病虫

害防治、损失情况等，具体参照GB/T  18337.3-200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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