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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

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根据

调查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集水区、沟头、沟

岸和沟床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种和群落构成，

对不同空间部位进行不同的微地貌改造，并在经

过微地貌改造的不同空间部位选育相适应的植

物物种，基于不同空间部位植物生长情况及其群

落构成状况，搭配和增补相应的其他植物物种，

构建一种既能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

失，同时又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生境的植

被群落。本发明的植被配置方法，使整个干热河

谷冲沟发育区快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群落结

构，防止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并产生

一定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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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根据调查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集水区、沟头、沟岸和沟床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

种和群落构成，对不同空间部位进行不同的微地貌改造，并在经过微地貌改造的不同空间

部位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根据不同空间部位的植物物种的生长状况，搭配和增补相应

的其他植物物种，构建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群落，其中，

所述微地貌改造为：所述集水区开挖水平沟或者进行穴状整地；所述沟头进行削坡处

理，减缓坡度，同时进行穴状整地；所述沟床进行穴状整地，用于后期植物种植，并且，在种

植植物前1个月将穴状整地的土壤进行翻耕、暴晒，增加土壤墒值，

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集水区配置的植物物种为乔木、灌木和草本，所述

沟头和沟岸配置典型的灌、草乡土植物，并在底部配置藤本植物，所述沟床配置的植物物种

为乔木、灌木和草本，

所述搭配和增补相应的其他植物物种为：在植被覆盖度低的部位有机搭配和种植乔

木、灌木、藤本和草本；在植被盖度高的区域，进行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的补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微地貌改造为：乔木的坑穴规格为0.5×0.5×0.5m，株行距5×5m；灌木的坑穴规格

为0.3×0.3×0.3m，株行距2×2m；藤本的坑穴规格为0.3×0.3×0.3m，株行距3×3m；草本

植物的坑穴规格为0.3×0.3×0.3m，株行距0.3×0.3m，或者进行撒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集水区配置的植物物种为耐热、耐旱、根系发达且

经济效益高的植物物种；所述沟头和沟岸配置的植物物种为耐旱、耐贫瘠、抗冲性好、生长

迅速、固土、改土能力强，且能够迅速扎根的植物物种，并在底部配置攀爬能力强的藤本植

物物种为重要补充；所述沟床配置的植物物种为抗冲能力强、拦沙截流能力强且生长较为

迅速的植物。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集水区配置的乔木包括余干子、罗望子、攀枝花树、

凤凰木、金丝小枣、相思、云南松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集水区配置的灌木包括车桑子、牛角瓜

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集水区配置的草本包括扭黄茅、孔颖草中的至少一种。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沟头和沟岸配置的乡土植物包括剑麻、扭黄茅、孔

颖草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沟头和沟岸配置的藤本植物包括葛根、地石榴、蔓草虫豆中的至少

一种。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沟床配置的乔木包括滇合欢、余干子、罗望子中的

至少一种，所述沟床配置的灌木包括车桑子，所述沟床配置的草本包括扭黄茅、孔颖草中的

至少一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抚育管理，所述的抚育管理为：对刚刚种植的植被进行人工灌溉，并采用封禁管

理，严防人畜践踏，禁牧禁伐，第二年对死亡植株进行补植，注意病虫害防治，管护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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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土保持学和恢复生态学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

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是对具备干、热两个基本属性河谷带状区域的总称，在地理

学上是一种习见的自然景观，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怒江、澜

沧江、南北盘江等江河的河谷坡面。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区域内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炎

热少雨，生态十分脆弱，植被稀少，森林覆盖率低。

[0003] 干热河谷是对具备干、热两个基本属性河谷带状区域的总称，在地理学上是一种

习见的自然景观，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南北盘

江等江河的河谷坡面。干热河谷区域内光热资源丰富，气候炎热少雨，生态十分脆弱，植被

稀少，森林覆盖率低。

[0004] 金沙江干热河谷具有干湿季分明的气候、松散的岩性以及雨季暴雨频发的降水特

征，导致该区域冲沟极为发育，水土流失严重。干热河谷气候炎热干燥，降雨量少，蒸发量

大，降雨集中在5～10月，长达7个月以上的旱季降雨量不足年降水量的20％；干热河谷冲沟

发育的元谋组地层为第四纪河湖相沉积物，厚达695m，可分为四段28层，并具有结构松散、

胶结度差、粘砂互层、层与层组成物质差异显著等特征，导致其抗蚀性差，在暴雨或强降雨

条件下极易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目前，干热河谷冲沟仍在不断发育，不仅吞噬耕地，而且

不断逼退村庄。以元谋盆地为例，该盆地内冲沟年均溯源侵蚀速率50cm/年左右，最大达

200cm，沟壑密度为3.0～5.0km/km2，最大达7.4km/km2，土壤侵蚀模数高达1.64×104t/

(km2·a)。此外，冲沟产生大量泥沙也影响着下游水电工程的正常运行。

[0005] 干热河谷地区受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影响，植被覆盖低，土壤板结严重，入渗能力远

远低于我国黄土高原等其他干旱区，在短历时、高强度降水作用下极易形成地表股流，发育

形成大量冲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利用植被的生态修复功能有利于当地保水固土，改善

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进而改变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体粘聚力，减少水土流失，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利用植被治理干热河谷区冲沟是目前的最佳方式。

[0006] 目前，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恢复模式主要采用大规模的整地处理，例如填

沟造地和修建梯田，然后种植植被，与此同时，在植物物种的选育过程中，也通常选择具有

一定经济价值的外来种(如桉树和银合欢)，由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气候极端干热，土

壤十分贫瘠，传统的治理方法不仅不能够有效达到治理效果，而且大规模整地和引入外来

物种，使整个冲沟的植物物种配置不合理，不仅投入成本高，而且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和病虫

害，使冲沟的生态进一步恶化和退化。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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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一种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且水保效益(护坡、拦沙、固土、保水等)较好的基

于乡土植被恢复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土壤侵蚀防治方法，能够防止冲沟发育区发生严重

的水土流失，产生一定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包括：

[0009] 根据调查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集水区、沟头、沟岸和沟床不同空间部位的优

势物种和群落构成，对不同空间部位进行不同的微地貌改造，并在经过微地貌改造的不同

空间部位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根据不同空间部位的植物物种的生长状况，搭配和增补

相应的其他植物物种，构建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群落。

[0010] 优选的，所述微地貌改造为：所述集水区开挖水平沟或者进行穴状整地；所述沟头

进行削坡处理，减缓坡度，同时进行穴状整地；所述沟床进行穴状整地，用于后期植物种植。

[0011] 更优选的，所述微地貌改造为：在种植植物前1个月将穴状整地的土壤进行翻耕、

暴晒，增加土壤墒值。

[0012] 更优选的，所述微地貌改造为：乔木的坑穴规格为0.5×0.5×0.5m，株行距5×5m；

灌木的坑穴规格为0.3×0.3×0.3m，株行距2×2m；藤本的坑穴规格为0.3×0.3×0.3m，株

行距3×3m；草本植物的坑穴规格为0.3×0.3×0.3m，株行距0.3×0.3m，或者进行撒播。

[0013] 优选的，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集水区配置的植物物种以耐热、耐

旱、根系发达，且经济效益高的植物物种为主；所述沟头和沟岸配置的植物物种以耐旱、耐

贫瘠、抗冲性好、生长迅速、固土、改土能力强，且能够迅速扎根的植物物种为主，并在底部

配置攀爬能力强的藤本植物物种为重要补充；所述沟床配置的植物物种以抗冲能力强、拦

沙截流能力强，且生长较为迅速的植物为主。

[0014] 优选的，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集水区配置的植物物种以乔木、灌木

和草本为主，所述乔木包括余干子、罗望子、攀枝花树、凤凰木、金丝小枣、相思、云南松中的

至少一种，所述灌木包括车桑子、牛角瓜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草本包括扭黄茅、孔颖草中的

至少一种。

[0015] 优选的，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沟头和沟岸配置典型的灌、草乡土植

物为主，并在底部配置藤本植物为辅，所述乡土植物包括剑麻、扭黄茅、孔颖草中的至少一

种，所述藤本植物包括葛根、地石榴、蔓草虫豆中的至少一种。

[0016] 优选的，所述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为：所述沟床配置的植物物种以乔木、灌木和

草本为主，所述乔木包括滇合欢、余干子、罗望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灌木包括车桑子，所述

草本包括扭黄茅、孔颖草中的至少一种。

[0017] 优选的，所述搭配和增补相应的植物物种为：在植被覆盖度低的部位搭配和种植

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进行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的补植。

[0018] 优选的，还包括抚育管理，所述的抚育管理为：对刚刚种植的植被进行人工灌溉，

并采用封禁管理，严防人畜践踏，禁牧禁伐，第二年对死亡植株进行补植，注意病虫害防治，

管护2年。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以水土保持学和恢复生态学原理为依据，针对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冲

沟发育区恶劣的生境和不同空间部位具有不同的立地条件，在不同坡位内栽种不同的乔

木、灌木和草本，且在高陡的冲沟沟头、沟岸配置藤本植物，用于降低高陡边坡的地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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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植被成活率，使植被尽快得到恢复。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不同空间部位的植物配置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1‑集水区；2‑沟头；3‑沟床；4‑沟岸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

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25]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根据调查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集水区、沟头、沟岸和沟床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种

和群落构成，对不同空间部位进行不同的微地貌改造，并在经过微地貌改造的不同空间部

位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根据不同空间部位的植物物种的生长状况，搭配和增补相应的

其他植物物种，构建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群落。

[0026]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根据干热河

谷冲沟发育区的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种和群落构成，对不同空间部位进行不同的微地貌

改造和相应的植物物种的配置，再进行整体的植物群落的构建，使整个干热河谷冲沟发育

区形成植被立体空间格局。通过样方调查，来查明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种和群落构成，从

而为后期的植物物种的选育奠定基础；根据前期查明的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种和群落构

成，针对不同的空间部位进行不同的微地貌改造，并且在经过改造的不同空间部位选育相

适应的植物物种，在选育的植物物种过程中以本地的乡土植物为主，乡土植物不仅很好的

适应本地的自然环境，投入成本低，经济收益高，不会带有由于外来物种的入侵造成的新问

题，而且能够迅速生长，防止冲沟发育区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再根据不同空间部位的植物

物种的生长状况，搭配和增补相应的其他植物物种，构建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

被群落，提升整个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群落功能。经过上述的植被配置在整个干热

河谷冲沟发育区形成植被立体空间格局，由此使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整体得到改善

和恢复，控制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退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和生态效益。

[0027] 首先，通过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集水区、沟头、沟岸和沟床等不同空间部位的植

物样方调查，来查明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种和群落构成。由于冲沟不同空间部位具有不

同的立地条件和优势植物，利用样方调查可以查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冲沟不同部位的优

势种植物和群落结构，从而为后期选育适宜的乡土植物奠定基础。

[0028] 其次，根据前期查明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种和群落构成，对不同空间部位进行

不同的微地貌改造，并在经过微地貌改造的不同空间部位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

[0029] 本发明针对冲沟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微地貌改造措施。在沟头的集水区，需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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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水平沟或者坑穴整地，改变集水区的微地貌，防治冲沟集水区的股流直接冲刷冲沟沟头，

同时拦蓄地表径流，改善集水区植被恢复过程所需的水分条件；对冲沟沟头进行削坡处理，

减缓坡度，同时开挖坑穴整地；在沟床开挖坑穴整地，用于后期植物种植，并在种植植物前1

个月左右将穴状整地的土壤进行翻耕、暴晒，增加土壤的风化速率和熵情，增加植被的成活

率。其中，乔木的坑穴规格约为0.5×0 .5×0 .5m，株行距约为5×5m；灌木的坑穴规格约为

0.3×0.3×0.3m，株行距约2×2m；藤本的坑穴规格约为0.3×0.3×0.3m，株行距约3×3m；

草本植物的坑穴规格约为0.3×0.3×0.3m，株行距约0.3×0.3m，以上的穴坑规格是穴坑的

基本规格，在此基础上的略微的调整也在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草本也可以进行撒播。

但要确定当地适宜的种植密度，最好通过株行距试验，找出最佳栽培密度。

[0030] 目前在对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地貌改造过程中，通常以大面积的平地或者填坑

为主，由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气候极端干热，土壤十分贫瘠，在短历时、高强度降水作

用下极易形成地表股流，发育形成大量切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大规模的地表层的扰

动，不仅使地表的土壤松动更易被侵蚀，而且在雨水的冲刷作用下形成切沟，生态环境进一

步恶化。本发明在对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地貌改造的过程中以微地貌的改造为主，尽量

减小对于地表土壤的大规模的扰动，以免引起土层松动更易被冲刷，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穴坑可以蓄积雨水，防止大规模的冲刷，并为新种植的植物提供水分

来源。

[0031] 基于前期对不同空间部位的微地貌改造，在冲沟不同空间部位需要选育相适应的

植物物种。冲沟集水区往往是冲沟是否进一步发育的关键部位，假如该部位没有形成股流，

则冲沟往往失去了进一步发育的水动力条件，加上该部位往往地形较为平缓，但是水分条

件较差，因此，冲沟集水区植被恢复的物种主要以耐热、耐旱、根系发达的植物物种为主，同

时兼顾一定的经济效益，如乔木主要选择余干子、罗望子、攀枝花树、凤凰木、金丝小枣、相

思、云南松等，灌木主要以车桑子、牛角瓜为主，草本以扭黄茅、孔颖草等为主；

[0032] 冲沟沟头、沟岸等部位是整个冲沟土壤侵蚀最剧烈的部位，该部位地形较为陡峭，

是整个冲沟地形的突变部位，土壤水分、养分条件差，进行植被恢复的物种应以耐旱、耐贫

瘠、抗冲性好、生长迅速、固土、改土能力强，且能够迅速扎根的乡土植物为主，如剑麻、扭黄

茅、孔颖草等；为了改善冲沟沟头、沟岸等冲沟地形突变部位的水热条件，在冲沟沟头和沟

岸的底部往往需要选择葛根、地石榴、蔓草虫豆等藤本植物，这些植物向上攀爬，逐渐覆盖

沟头、沟岸，从而达到固定高陡的冲沟沟头、沟岸的土壤，降低土壤表面温度，降低地表蒸

发，增加土壤入渗能力，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适合灌、草生长的生境，增加该部位灌、草的成活

率；

[0033] 冲沟沟床部位往往水分条件相对较好，地形也相对较为平缓，但沟头部位的股流

冲刷作用仍然较为强烈，且沟床过水断面以下区域常常需要抵抗股流的冲刷，因此，在冲沟

沟床除了在陡直的沟头、沟岸部位底部种植藤本植物之外，还需要种植一些抗冲能力较强、

拦沙截流能力较强的植被种类，同时也可以兼顾一些植物的经济效益，如乔木可以选择滇

合欢、余干子、罗望子等，灌木以车桑子为主，草本选择扭黄茅、孔颖草等。

[0034] 目前在对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物选育、栽种的过程中，大多是在前期的大面

积的填沟造地和修建梯田基础上，选育、栽种种植植物，并且这些植物物种主要是外来物

种，如银合欢和桉树，大规模的引入外来物种，不仅投入成本高，还容易造成物种入侵，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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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生态平衡，此外植物物种单一，容易发生病虫害，使生态环境进一步的恶劣、退化。本

发明在植被恢复过程中，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以乡土物种为主，兼顾提升植被群落功

能，由于本地乡土植物有更好的生理生态适应性，栽种之后，更容易成活，不容易发生病虫

害，投入成本低，并且经济效益好，更容易构建适应本地生态的整体的植物群落和生态环

境，长远构建适宜的生态环境。

[0035] 再次，根据不同空间部位的植物物种的生长状况，搭配和增补相应的其他植物物

种，构建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群落，提升整个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群

落功能。

[0036] 在冲沟不同部位，基于前期冲沟不同部位的立地条件和前期的植被物种、群落结

构，制定针对性的恢复策略。在植被覆盖度低的部位主要是有机搭配和种植乔木、灌木和草

本，从而快速恢复植被盖度，降低土壤侵蚀速率；在植被盖度较高的区域，主要是进行乔木、

灌木和草本的补植，如在灌草地盖度较高部位，主要是补植一些乔木，从而达到提升植物群

落功能、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0037] 植物恢复的乔木、灌木应选择根系发达，生长健壮，规格及形态应符合水保要求。

乔木、灌木、草被的植物种子均应掌握品种、品系、产地、生产单位、采收年份、纯净度及发芽

率，不得有病虫害。自外地引进种子应有检疫合格证，发芽率达95％以上。

[0038] 此外，为了更好地进行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冲沟发育区植被的抚育管理，需

要对刚刚种植的植被进行人工灌溉，并采用封禁管理，严防人畜践踏，禁牧禁伐，第二年对

死亡植株进行补植，注意病虫害防治，管护2年。

[0039] 由此可见，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

该方法是一种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且水保效益(护坡、拦沙、固土、保水等)较好的

植被配置方法，在植被恢复过程以乡土物种为主，兼顾提升植被群落功能，结合一些能够改

变冲沟发育区微地貌的工程措施，防止冲沟发育区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并产生一定的社

会和生态效益。

[0040]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根据调查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集水区、沟头、沟岸和沟床不同空间部位的优势物种

和群落构成，对不同空间部位进行不同的微地貌改造，并在经过微地貌改造的不同空间部

位选育相适应的植物物种，根据不同空间部位的植物物种的生长状况，搭配和增补相应的

其他植物物种，构建适宜于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群落。该配置方法使整个干热河谷

冲沟发育区快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群落结构，具备快速恢复退化植被，保护地面原生植

被，形成新的空间植被格局，控制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退化，提高草地生产力和水土保持

及改善生态环境等多重功效。

[0041] 本发明通过上述对于整个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不同部位配置不同的植被，使干

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得到恢复。利用不同的植被配置模式对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进的

生物多样性恢复并提高其水土保持效益。与此相辅相成，恢复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被，

为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物、陆栖动物等提供生境，提高了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对初期

地表径流的畜积能力，降低地表径流流速，成为改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生态系统的重要

生物工程措施。

[0042] 在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植被恢复过程中，植被组成尽量以乡土物种为主，考虑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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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地段的具体生态条件和要求，正确搭配乔木、灌木以及草本的比例。通过大量实地调

查，可以知道不同的物种及其群落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根据立地条件和使用

要求选择适宜的植被搭配类型。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由于考虑具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水动力

条件，其选择的植被物种与构建的植物群落应该比其他地区其它区域具有更强的抗冲能

力、更深的植物根系、更强的耐旱能力，本发明构建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植被配制方法充

分考虑到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特征，选择的植物既具有提高区域生物多样性、拦截地表

径流，又能抵抗冲沟发育区集中流的冲刷，提升并稳定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植物群落结

构和功能。

[0043] 植物种类以乡土植物为主，实现了从沟头到沟岸的优化配置，多层次针对性的进

行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植被生态恢复与重建。本项目的成功实施明显提高了干热河谷冲沟

发育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促进了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有效

的解决了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容易进一步退化、外来物种入侵严重、生物

多样性低等生态问题，为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的自然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可行而高效的生态

修复措施。

[0044]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水土流失的植被配置方法，具有以下的

特点：

[0045] 1、科学性

[0046] 以水土保持学和恢复生态学原理为依据，针对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恶劣的生境和

不同空间部位具有不同的立地条件，在不同坡位内栽种不同的乔、灌、草，且在高陡的冲沟

沟头、沟岸配置藤本植物，用于降低高陡边坡的地表温度，提高植被成活率，使植被尽快得

到恢复。

[0047] 2、可操作性强

[0048] 本发明提出的植被恢复方法区别于以往的干热河谷冲沟发育区造林方法，防止出

现大面积的表土翻动和土地平整，从而出现人为加速冲沟发育的现象。本发明只需要在种

植植物之前，在集水区开挖水平沟和穴状整地，其他部位主要是穴状整地，不进行大规模的

填沟造地和土地平整，操作较为简单，前期投入较低，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0049] 3、综合效益高

[0050] 本发明遵循生态效益优先、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注重生态植被和经济植被的合

理搭配，不仅注重提高植被的成活率，使植被尽快得到恢复，起到很好的水土保持效益，而

且搭配经济效益很高的乡土植物，从而兼顾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

[0051]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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