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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

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选取种植地点；S2、挖

坑；S3、填充多孔纤维棉；S4、布置种植土层；S5、

种植植物。本发明具有能够对土壤中的水进行吸

收存储并缓慢释放的功效，以便于植物可持续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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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选取种植地点；

在进行植物的种植之前，先选取需要种植植物的区域；

S2、挖坑；

在地面上挖出用于填充多孔纤维棉（2）的坑道；

S3、填充多孔纤维棉（2）；

在坑道中填充多孔纤维棉（2）；

S4、布置种植土层（3）；

在多孔纤维棉（2）上布置一层种植土层（3）；

S5、种植植物；

在种植土层（3）上种植植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填充种

植土层（3）之前在多孔纤维棉（2）上铺设一层土工布（4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盐碱地

中，填充多孔纤维棉（2）之前在坑道中铺设一层排水板（5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盐碱地

中，所述排水板（51）的下侧布置有排盐管（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种植草本

植物时，所述多孔纤维棉（2）平铺在种植土层（3）的下侧，相邻多孔纤维棉（2）紧贴所述多孔

纤维棉（2）上设置有倾斜的切割接触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种植灌木

植物时，所述多孔纤维棉（2）铺在植物两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种植乔木

植物时，所述多孔纤维棉（2）铺在植物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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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化及土地荒漠化治理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

的植物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城市中、郊区中大都对土壤进行绿化，经过绿化后可以直接改善环境。在

实际的绿化过程中，一般是直接将植被移植到需要绿化的位置处。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1773037B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植生网绿化方法，其操作步骤

包括1）平整废弃地；2）铺筑粘土层；3）制备并摊铺绿化基质；4）喷水饱和并沉降；5）铺设并

固定植生网；6）覆盖保护层；7）进行水分管理。本方法不仅材料资源丰富，成本合理，施工工

艺简单，而且能充分保障植物的前期萌发和后期生长，达到有效绿化效果，可逐步改善土壤

结构，恢复生态环境，达到还原自然环境的目的。主要用于废弃地绿化治理工程。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因为土地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与污染的不断

加剧，出现了较大面积的废弃闲置土地，这些土壤由于质地较差，下垫面含有较多石子，水

分库容量小，物理结构不合理，不利于植物生长。

[0005] 中国专利CN101538622A公开了一种在废弃地原位恢复植被的方法，其技术方案

是：将草种与生长基质按1∶10的重量比混合均匀配制成播种材料，将该播种材料均匀覆盖

在废弃地的表面，然后按常规方法进行培植管理。

[0006] 该方法属于传统的换填土类型，其缺点是土壤中的水分会不断的下渗，导致土壤

中的水分含量不断降低，给植物的生长造成影响。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

种植方法，通过在土壤中预埋有多孔纤维棉，对土壤中的水进行快速吸收存储并缓慢释放，

便于植物可持续吸收。

[0008]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选取种植地点；

在进行植物的种植之前，先选取需要种植植物的区域；

S2、挖坑；

在地面上挖出用于填充多孔纤维棉的坑道；

S3、填充多孔纤维棉；

在坑道中填充多孔纤维棉；

S4、布置种植土层；

在多孔纤维棉上布置一层种植土层；

S5、种植植物；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1201853 A

3



在种植土层上种植植物。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阴雨天或者对植被进行浇灌时，水分落在种植土层上，

沿着种植土层下渗，在渗入到多孔纤维棉中时，多孔纤维棉对水分以海绵吸水的方式进行

吸收，让多孔纤维棉中富含水。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其根系会不断从种植土层中吸收水分。

而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则会随着渗透、蒸发以及被植物吸取而逐渐下降。此时，多孔纤维棉

中的水份就会缓慢释放、补充到种植土层中，以供植物生长使用。相比于没有蓄水层的种植

结构，多孔纤维棉对水起到了速存缓释作用，让植物的根系能更持久地处于高含水率的环

境中，从而提高绿化效果，以及增加植物存活的几率。

[001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在填充种植土层之前在多孔纤维棉上

铺设一层土工布。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有效的防止泥沙从种植土层进入多孔纤维棉中。

[001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在盐碱地中，填充多孔纤维棉之前在

坑道中铺设一层排水板。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排水板阻挡原土层中的盐碱成分，减少盐碱成分对

于植物生长的影响。

[001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在盐碱地中，所述排水板的下侧布置

有排盐管。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盐碱成分与排水板接触后，会受到排水板的阻挡，使得

盐碱成分在排水板处堆积聚集，之后随着盐碱成分的增多，水分与盐碱成分会向着排盐管

处渗透，进入排盐管中，最终沿着排盐管流动排走，使得聚集在排水板处的盐碱成分能够经

由排盐管排走，从而减少盐碱成分对于排水板的侵蚀。

[001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种植草本植物时，所述多孔纤维棉平

铺在种植土层的下侧，相邻多孔纤维棉紧贴；所述多孔纤维棉上设置有倾斜的切割接触边。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种植草本植物，并让多块多孔纤维棉之间接触的更

为精密。

[001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种植灌木植物时，所述多孔纤维棉铺

在植物两侧。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种植灌木植物。

[002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种植乔木植物时，所述多孔纤维棉铺

在植物四周。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种植乔木植物。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通过设置多孔纤维棉，便于存储土壤中的水分供植物吸收，便于植物生长，提高绿化

效果；

2.通过设置阻隔层，阻止盐碱地中的盐碱成分进入多孔纤维棉；

3.通过将多孔纤维棉布置成不同结构，在种植土层上能够种植不同的植物。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施例中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的步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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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本实施例中多孔纤维棉布置的示意图；

图3为本实施例中多孔纤维棉用于种植草本植物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实施例中多孔纤维棉用于种植灌木植物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实施例中多孔纤维棉用于种植乔本植物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基础土层；2、多孔纤维棉；3、种植土层；4、界面层；41、土工布；5、阻隔层；

51、排水板；6、排盐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多孔纤维棉的植物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选取种植地点；

在进行植物的种植之前，先选取需要种植植物的区域；

S2、挖坑；

在地面上挖出用于填充多孔纤维棉2的坑道；

S3、填充多孔纤维棉；

在坑道中填充多孔纤维棉2；

S4、布置种植土层3；

在多孔纤维棉2上布置一层种植土层3；

S5、种植植物；

在种植土层3上种植植物。

[0027] 参照图2、图3，在阴雨天或者对植被进行浇灌时，水分落在种植土层3上，沿着种植

土层3下渗，在渗入到多孔纤维棉2中时，多孔纤维棉2对水分以海绵吸水的方式进行吸收，

让多孔纤维棉2中富含水。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其根系会不断从种植土层3中吸收水分。而土

壤中的水分含量，则会随着渗透、蒸发以及被植物吸取而逐渐下降。此时，多孔纤维棉2中的

水份就会缓慢释放、补充到种植土层3中，以供植物生长使用。相比于没有蓄水层的种植结

构，多孔纤维棉对水起到了速存缓释作用，让植物的根系能更持久地处于高含水率的环境

中，从而提高绿化效果，以及增加植物存活的几率。

[0028] 为了防止从种植土层3中渗透的水混合泥沙进入多孔纤维棉2中，堵塞多孔纤维棉

2，影响多孔纤维棉2的洗水效果，多孔纤维棉2与种植土层3之间布置有一层界面层4，界面

层4由土工布41布置成，对泥沙进行阻挡，且让水能够渗入多孔纤维棉2中。

[0029] 在特定土层中，基础土层1中混合有大量的盐碱成分，影响植物生长。为了对盐碱

成分进行阻隔，在多孔纤维棉2与基础土层1之间布置有阻隔层5，阻隔层5由多个排水板51

布置成，阻隔层5直接对盐碱成分进行阻挡。

[0030] 在排水板51的下侧布置有多根排盐管6，排盐管6的水平布置。随着盐碱成分跟随

地下水一同向上渗透，在盐碱成分与排水板51接触后，会受到排水板51的阻挡，使得盐碱成

分在排水板51处堆积聚集，之后随着盐碱成分的增多，水分与盐碱成分会向着排盐管6处渗

透，并穿过进水孔7，进入排盐管6中，最终沿着排盐管6流动排走，使得聚集在排水板51处的

盐碱成分能够经由排盐管6排走，从而减少盐碱成分对于排水板51的侵蚀。

[0031] 在种植草本植物时，参见图3，多孔纤维棉2平铺在种植土层3的下侧，铺放时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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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紧挨一块，棉与棉之间接触不能有缝隙，避免影响吸水效果，所以在多孔纤维棉2上设置

有45°的切割接触边，交接一起铺放，避免水分流失。

[0032] 种植灌木植物时，参见图4，多孔纤维棉2铺在植物两侧，由于灌木植物的根系较草

本植物发达，所以多孔纤维棉2不能铺放在根系正下方，需要铺放在两侧进行含水补湿，进

而避免多孔纤维棉2影响根系的生产。其中，土工布41将多孔纤维棉包裹住。

[0033] 种植乔木植物时，参见图5，多孔纤维棉2铺在植物四周作为含水层，由于乔木植物

的根系较灌木植物更加发达，所以多孔纤维棉2不能铺放在根系正两侧，铺放在四周作为含

水补湿。其中，将多孔纤维棉2垂直铺放，避免空洞堵塞。

[003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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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11201853 A

8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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