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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黄土高原小流域区划、立地类型划分、调查设计、植被修复技术、修复区管护、修复

评价及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黄土高原地区，其它黄土丘陵区可以参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 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 6141  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2772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  

GB/T 2930.9  草种子检验规程 重量测定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l5163  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GB/T 18337.3  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GB/T 16453.2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荒地治理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黄土高原小流域 Small Watershed in Loess Plateau 

黄土高原地区二、三级支流以下以分水岭和下游河道出口断面为界、集水面积在5000 hm
2
以下的相

对独立和封闭的自然汇水区域。 

3.2 

退化生态系统 Degraded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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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受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或两者的共同干扰，生态系统的某些要素或系统整

体发生不利于生物和人类生存要求的量变和质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与原有的平衡状态或进化方向

相反的位移。 

3.3  

植被修复  Vegetation Restoration 

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通过对现有植物保护、封山育林或人工乔、灌、草植被的营造，修复或重建

被破坏的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修复其生态结构及其生态系统功能的过程。 

3.4 

植被覆盖度  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 

是指植被（包括叶、茎、枝）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3.5 

植被恢复率 Vegetation Restoration Rate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3.6 

    植被保存率 Vegetation Preservation Rate 

是指符合规定的植被成活标准和密度标准的修复面积占累计修复面积的百分比。 

4  总则 

4.1  总体目标 

使流域退化生态系统得到修复，减少水土流失，构建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兼顾经济效益，有利

于流域产业发展，有效改善流域内人居环境，达到生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4.2   植被修复原则 

4.2.1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遵循生态系统内在规律开展植被

建设，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和稳定性。 

4.2.2  坚持规划引领、顶层谋划，合理布局绿化空间，统筹推进小流域保护和修复。 

4.2.3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绿，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构建

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 

4.2.4  坚持节约优先、量力而行，统筹考虑生态合理性和经济可行性，数量和质量并重，节俭务实进

行植被修复。 

5 黄土高原小流域区划 

根据黄土高原小流域的地带气候、土地生态用途、分布特点及地貌差异等特点，将黄土高原小流域

区域区划为3个一级区划单位和38个二级区划单位，见附录Ａ。 

6 立地类型划分 

按照地形特点、坡向、坡度划分立地类型，立地类型见附录B。 

6.1  按地形特点划分 

https://www.jianzhuj.cn/tag/zhibei
https://www.jianzhuj.cn/tag/mianji
https://www.jianzhuj.cn/tag/baifen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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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形特点划分为塬面、台地、梁峁、坡地、沟谷底类型。 

6.2  按坡向划分 

按坡向划分为阴坡、半阴坡、阳坡、半阳坡。 

6.2.1  阴坡    北(338º～23º)、东北(23 º～68º)。 

6.2.2  半阴坡  东(68º～113º)、西北(293º～338º)。 

6.2.3  半阳坡  东南(113º～158º)、西(248º～293º)。 

6.2.4  阳坡    南(158º～203º)、西南(203º～248º)。 

6.3  按坡度划分 

按坡度划分为平缓地、缓斜坡、急陡坡、险坡。 

6.3.1  平缓地  坡度≤5º。 

6.3.2  缓斜坡  坡度≥5º～25º。 

6.3.3  急陡坡  坡度≥25º～45º。 

6.3.4  险 坡   坡度≥45º。 

7  调查设计 

7.1  调查 

7.1.1  基本情况收集 

全面了解小流域范围内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条件和植被状况，具体包括: 

a)自然地理条件:包括小流域的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 

b)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当地人口、交通、农业生产、收入、农村生产生活用材、能源和饲料供需等

条件及今后当地发展前景等； 

c)植被状况:包括当地曾分布的自然植被类型，现有天然更新和萌蘖能力强的植物分布情况，以及

林草火灾和有害生物等。  

7.1.2  修复区调查 

7.1.2.1  原则 

修复区调查应尽量利用已有各类调查资料,不能满足需要时做补充调查。 修复区调查因子见附录C. 

7.1.2.2  修复小班划分和调查  

修复小班划分和调查按GB/T 26424的规定执行。 

7.2  技术设计 

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作业设计以小班为设计单元,以单个黄土高原小流域为设计总体。设计文

件应满足施工要求,其中修复设计应满足施工图设计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修复所在区域概况:明确修复所在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森林资源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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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复区范围:确定修复区四至边界、面积；  

c) 修复小班:明确按行政区域分布的修复小班数量、各修复小班的小班调查因子； 

d) 修复类型:根据修复小班调查因子确定小班修复类型； 

e) 修复方式:根据修复区生态重要程度、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等修复条件确定修复方式； 

f) 修复年限:根据当地修复条件、修复类型和人工促进手段，因地制宜地确定修复年限； 

g) 修复技术措施：当地修复条件、修复类型，进一步具体化各项技术措施； 

h) 修复组织和修复责任人：可与林长制、河长制结合；  

i) 投资概算:根据修复设施建设规模和抚育管理、监测工作量进行投资概算，并提出资金来源； 

j) 修复效益:按修复目的，估测项目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 

8  植被修复技术  

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有自然封禁恢复和建植修复。 

8.1  自然封禁恢复 

8.1.1  一般规定    

a）封禁区宜布设于生态脆弱、地质结构松散、坡面坡度大于 45°的区域。 

b）封禁治理应充分依靠自然修复能力，可采取围栏、补植补种、飞播、管护等人工措施促进植 

被恢复。 

c）封禁区应禁牧、禁伐、禁垦，并制定护林护草的乡规民约，设置明显标志。 

d）封禁方式分全年封禁和季节封禁。原有植被破坏严重，恢复较慢地区，应实行全年封禁；原有

植被破坏较轻，恢复较快的地区，可实行季节封禁。 

8.1.2  自然封禁恢复技术参照GB/T l5163执行。 

8.2  建植修复 

8.2.1  植苗修复 

8.2.1.1  树种选择 

建植选用树种根据小流域所处的地带性植被类型区，选择当地乡土树和当地驯化良种，应符合 GB/T 

18337.3的规定。可参照附录 E。 

8.2.1.2  苗木 

苗木质量按 GB 6000执行。 

8.2.1.3  整地 

为保护现有小流域植被，根据立地类型采用不同整地方法，黄土高原小流域 25°～45°陡坡及困

难立地类型采用鱼鳞坑整地，黄土高原小流域 25°以下立地类型采用点穴整地。 

a) 鱼鳞坑整地。平面呈半圆形，长径 0.8m～1.5m，短径 0.5m～0.8m，坑深 0.3m～0.5m，坑内

取土在下沿做成弧状土埂，高 0.2m～0.3m，各坑在坡面基本上沿等高线布设，上下两行坑口呈“品”

字形错开排列。 

b) 点穴整地。一般采用圆形和方形，圆形直径 0.8m～1.0m，方形边长 0.8m～1.0m，坑深 0.8m～

1.0m，取出坑内生土，在坑下沿垒成护埂，将表土回填坑内。坑的排列形式和行距、坑距，可参照鱼

鳞坑整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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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4  植苗季节 

根据植物生物学特性和自然气候特点，适时安排适季建植。秋季在植物休眠后完成，春季在植物萌

动前完成，应尽量抢墒建植。 

8.2.1.5  植苗密度 

根据建植用途、立地条件、植物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和农林牧业生产经营水平确定，统筹兼顾，综合

论证，造林密度按GB/T 18337.3、GB/T 15776执行。 

8.2.1.6  植苗技术 

植苗技术按GB/T 15776执行。 

a）裸根苗建植技术。 根据林种、树种、苗木规格和立地条件选用适宜的栽植方法。栽植时要保持

苗木直立，栽植深度适宜，苗木根系伸展充分，并有利于排水、蓄水保墒。为提高建植效果，采用生根

粉、保水剂等新技术处理建植材料。 

b）容器苗建植技术。容器苗采用穴植法，穴的大小和深度应适当大于容器，以使容器苗植入。栽

植技术与裸根苗基本一致。栽植时，去掉苗木根系不易穿透或不易分解的容器。 

8.2.2  直播 

8.2.2.1  种子 

a）优先选用优良种源和良种基地生产的种子。 

b）禁止使用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和其它繁殖材料。 

c）林木种子质量按GB 7908规定执行，草种子质量按GB 6141、GB 6142规定执行。 

d）林木种子质量检验按GB/T 2772规定执行，草种子质量检验按GB/T 2930.9规定执行。 

8.2.2.2  播种量 

根据植物的生物学特性、种子质量、立地条件和造林密度确定。 

8.2.2.3  穴播   

在植穴中均匀地播入数粒（大粒种子）至数十粒（小粒种子），然后覆土镇压，覆土厚度一般为种

子直径的2～3倍，粘重土壤适当覆薄，沙性土壤适当覆厚。 

8.2.2.4  条播  

在播种带上播种成单行或双行，连续或间断，播种入土或播后覆土镇压，覆土厚度一般为种子直径

3～5倍，粘重土壤适当覆薄，沙性土壤适当覆厚。 

8.2.3  种草 

应根据土地利用方向，确定草种类型。播种植草的，播种前应采取种子催芽处理。草种选择、种 

草方式、播种量及整地方式可按照 GB/T 16453.2的有关规定执行。 

8.3  建植初期管理 

8.3.1  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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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植苗时应浇透定根水。 

b）植苗后可根据天气、土壤墒情、苗木生长发育状况等进行浇水。 

c）采用节水浇灌技术，限制采用漫灌方式。 

d）修复作业时可根据造林地面积和分布、所在区域的地形地势、水资源等状况，建设蓄水池、水

窖、水渠、水井、提水设施、喷灌、滴灌等林地水利设施，配备浇水车、移动喷灌等移动浇水设备。 

8.3.2  间苗定株与补植 

各修复方式的主要间苗定株与补植措施如下： 

a）播种修复。在苗木出土后一个生长季或一年，可进行间苗，在未成林期末完成定株。 

b）植苗修复。修复后一个生长季或一年内，应根据造林地上苗木成活状况及时补植。补植应在造

林季节进行。补植苗木不应影响造林地上的苗木生长发育。 

c）对具有萌芽能力的树种，因干早、冻害、机械损伤以及病虫兽危害造成生长不良的，可采用平

茬措施复壮。 

8.3.3  松土 

因土壤板结等严重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甚至成活时，宜及时松土。松土应在苗木周围 50cm 范围内进

行，并做到里浅外深，不伤害苗木根系。 

8.3.4  除草 

杂草影响目标植物生长发育时，宜逬行割灌除草，除去苗木周边 50cm 以内的杂草。 

9  修复区管护 

9.1  综合管护 

为防火、防人畜干扰等毁坏修复植被，应釆取综合管护措施： 

a）采用专人、专兼职或集中管护等方式。 

b）人畜干扰风险较高的地段宜在造林地周边设置网围栏、篱墙、防护沟等设施。 

c）设置管护牌等明示造林管护范围、面积、目标、责任人等信息。 

d）加强对防火通道保护。按照森林防火通道规划、建设要求，维护、建设生物防火林带。 

e）林地清理的灌草、抚育采伐剩余物等宜及时清理，减少林地可燃物。 

f）抚育作业应禁止在施工现场用火，防止引发火灾。 

9.2  有害生物防控 

为确保植被正常生长发育，应加强目标植物的有害生物防控措施： 

a）开展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可设置病虫害预测预报样地、测报点等定期监测。 

b）及时隔离、处理病虫危害木，减少病源；一旦发现检疫性病虫害，应及时伐除并销毁受害木。 

c）病虫害发病后宜采用物理、生物防治或综合防治方法，避免采用单一的化学防治方法。大规模

造林地宜配备诱虫灯、喷雾器、喷药车等防治设备。 

9.3  兽害防控 

兽害防控可采取以下措施： 

a）在苗木基干部涂（刷）白、涂抹泥沙等材料进行防护。 

b）在苗木基干部捆扎塑料布、干草把等材料；或套置硬质塑料管、金属管等管状物；或设置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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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网等防护物。 

c）可对苗木进行预防性处理。如施用防啃剂。 

10  监测 

根据植被修复目标和标准，在流域、生态系统、场地不同尺度与层级分别设立三级监测评估指标。

监测指标参考附录 D. 

11  植被修复作业质量和成效评价 

11.1  植被修复作业质量评价  

11.1.1  评价时间  

在植被修复作业活动完成的当年或次年开展作业质量评价。 

11.1.2  植被修复作业设计  

11.1.2.1  评价指标  

植被修复作业设计质量评价指标如下:  

a) 设计内容是否符合 7.2的规定； 

b) 设计的植被修复对象、植被修复类型、植被修复方式、植被修复年限、植被修复措施等是否符

合修复的规定； 

c) 投资概算是否计算无误。  

11.1.2.2  评价标准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作业设计,为质量合格作业设计: 

a) 设计内容符合 7.2 的规定； 

b) 设计的植被修复对象、植被修复类型、植被修复方式、植被修复年限、植被修复措施等符合修 

复的规定,并符合实际； 

c) 投资概算计算无误。 

11.1.3  植被修复活动  

11.1.3.1  评价指标  

植被修复活动质量评价指标如下: 

a) 是否按植被修复设计组织施工； 

b) 管护机构和人员落实情况； 

c) 植被修复设施建设情况；  

d) 植被修复制度和植被修复措施落实情况。 

11.1.3.2 评价标准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封育活动,为质量合格植被修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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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植被修复作业设计组织施工; 

b) 管护机构和人员得到落实;  

c) 植被修复设施建设符合作业设计; 

d) 植被修复制度和植被修复措施得到了落实。 

11.1.4  封育档案建设 

11.1.4.1  评价指标 

    植被修复技术档案建立情况。 

11.1.4.2  评价标准  

建立了植被修复技术档案,与植被修复有关的资料全部归档。 

11.1.5  作业质量评价方法  

作业质量评价采用现地核查、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和专家咨询会等方法。 

11.2  植被修复成效评价  

11.2.1  评价时间  

植被修复成效评价时间为植被修复年限到期的次年。 

11.2.2  成效评价指标 

a）水土流失治理率； 

b）植被覆盖度；  

c）植被恢复率； 

d）植被保存率； 

e）群众满意度； 

11.2.3  成效评价标准 

符合以下条件的小班为有效修复小流域:  

a）修复小流域内水土流失治理率达到 70%以上。 

b）干旱、半干旱修复小流域内植被覆盖度达到25%以上，其他修复小流域内植被覆盖度达到35%以

上。 

c）干旱、半干旱修复小流域内植被恢复率达到70%以上，其他修复小流域内植被恢复率达到85%以

上。 

d）干旱、半干旱修复小流域内植被保存率达到60%以上，其他修复小流域内植被恢复率达到75%以

上。 

e）修复小流域内群众满意度达到85%以上。 

11.3  评价报告 

报告的内容包括作业质量评价、成效评价调查时间、调查地点、组织工作情况、调查方法、样地数

量、调查结果、结果分析与评价、存在问题与建议等。  

12  技术档案建立 

技术档案建立参照GB/T 15776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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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A 

（规范性附录） 

黄土高原小流域区划 

黄土高原小流域区划见表A.1。 

表A.1  黄土高原小流域区划 

一级区划 二级区划 

Ⅰ黄土高原半湿润农林流域区 

Ⅰ1秦岭亚高山森林流域区 

Ⅰ2豫西、晋东南中山丘陵农林牧流域区 

Ⅰ3汾渭平原台地农林流域区 

Ⅰ4吕梁中山农牧流域区 

Ⅰ4黄河两岸黄土塬农林牧流域区 

Ⅰ6子午岭、黄龙中山林牧流域区 

Ⅰ7董志、洛川黄土塬农林牧流域区 

Ⅰ8渭北低山农林流域区 

Ⅰ9天水、张家川黄土丘陵农林牧流域区 

Ⅱ黄土高原半湿润半干旱农林牧流域区 

Ⅱ1西秦岭山地林牧流域区 

Ⅱ2临洮、通渭黄土沟壑农牧流域区 

Ⅱ3六盘山亚高山林牧流域区 

Ⅱ4平凉、镇原黄土梁塬农林流域区 

Ⅱ5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农林牧流域区 

Ⅱ6晋陕黄土梁峁农林牧流域区 

Ⅱ7芦芽、云中亚高山林牧流域区 

Ⅱ8晋东石台丘陵农林牧流域区 

Ⅱ9汾河平原台地农林流域区 

Ⅱ10太岳中山林牧流域区 

Ⅱ11拉脊山亚高山林牧流域区 

Ⅱ12青东-陇中中山丘陵农林牧流域区 

Ⅱ13陇中黄土梁塬宽谷农林牧流域区 

Ⅱ14海原、环县梁塬农林牧流域区 

Ⅱ15陕北黄土梁塬丘陵农牧流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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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一级区划 二级区划 

Ⅱ黄土高原半湿润半干旱农林牧流域区 

Ⅱ16陕北沙盖高平原农牧流域区 

Ⅱ17晋陕蒙石台丘陵农牧流域区 

Ⅱ18右玉、和林格尔农牧流域区 

Ⅱ19河套平原、台地农林牧流域区 

Ⅱ20阴山中山-亚高山林牧流域区 

Ⅲ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农牧流域区 

Ⅲ1大坂山高山林牧流域区 

Ⅲ2青东河谷、黄土梁状丘陵农牧流域区 

Ⅲ3靖远、景泰中山丘陵台地农牧流域区 

Ⅲ4同心高原平原农牧流域区 

Ⅲ5黄河河套平原台地农牧流域区 

Ⅲ6贺兰山高山林牧流域区 

Ⅲ7鄂尔多斯高平原牧业流域区 

Ⅲ8乌兰布和沙漠流域区 

Ⅲ9阴山西段中山林牧流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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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B 

（规范性附录） 

黄土高原小流域立地类型 

编号 
立地条件 

立地类型 
覆盖土类 地形地貌 坡 向 坡 度 

Ⅰ 土地 

坡地 

阳坡 

缓斜坡 黄土高原阳缓斜坡 

急陡坡 黄土高原阳急陡坡 

险坡 黄土高原阳险坡 

半阳坡 

缓斜坡 黄土高原半阳缓斜坡 

急陡坡 黄土高原半阳急陡坡 

险坡 黄土高原半阳险坡 

阴坡 

缓斜坡 黄土高原阴缓斜坡 

急陡坡 黄土高原阴急陡坡 

险坡 黄土高原阴险坡 

半阴坡 

缓斜坡 黄土高原半阴缓斜坡 

急陡坡 黄土高原半阴急陡坡 

险坡 黄土高原半阴险坡 

平缓地   黄土高原平缓地 

梁峁顶   黄土高原梁峁顶 

沟谷底   黄土高原沟谷底 

Ⅱ 石台地    黄土高原石台地 

Ⅲ 沙盖地    黄土高原沙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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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C  

(规范性附录) 

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区小班现状调查记载表 

小流域区划  位置：县（市、区）         乡镇（苏木、林场）      村屯（工区） 

地理坐标  林班号  小班号  

小地名  图幅号  小班面积/hm
2
  

地形 

海拔/m  

土壤 

土壤名称（亚类）  

坡向  土层厚度/cm  

坡位  酸碱度PH  

坡度  母岩母质  

年均气温/℃  年均降雨量/mm  立地类型  

土地权属  修复类型/方式  修复年度  

期初地类  期初郁闭（盖）度  优势树种（组）  

期末地类  预期郁闭（盖）度  工程与类别  

水土流失情况  

调查 

年度 

现有母树 现有幼苗、幼树 灌木 草本 

灌草

总盖

度 

郁

闭

度 

保

护

树

种

等

级 

树
种 

每
公
顷
株
数 

平
均
年
龄 

平
均
高 
m 

平
均
胸
径
cm 

树
种 

每
公
顷
株
数 

平
均
年
龄 

平
均
高
/m 

平
均
胸
径
/cm 

树 
种 

每公 
顷株 
（丛） 
数 

覆
盖
度 
(%) 

草 
种 

盖
度
(%) 

                   

                   

                   

                   

修复 

措施 
 

病、虫、

鼠害状

况 

 

社会经

济情况 
 

备注  

  调查员：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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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监测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修复前值 监测值 
目 
标 
值 

备 
注 

数 
值 

来 
源 

数 
值 

来 
源 

数 
值 

 

1 01 生态空间 

格局 

011 生境丰富度 /       

2 012 生境破碎度 /       

3 02 植被覆盖 021 植被覆盖度        

4 03 水源涵养 031 土壤含水率 %       

5 
04 水土保持 

041 土壤侵蚀模数 t/(km
2
•a)       

6 水土流失治理率 %       

7 
05 生物多样 

性保护 

051 物种丰富度 个       

8 052 本地关键物种数目 个       

9 053 有害物种变化        

10 
06 防风固沙 

061 水蚀产沙量 t/(km
2
•a)       

11 062 风蚀产沙量 t/(km
2
•a)       

12 07 水环境 
071 水质监测断面（点位） 

达标率 
%       

13 08 土壤环境 081 土壤监测点位达标率 %       

14 09 固碳 091 土壤有机碳含量 g/c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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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E 

(资料性附录) 

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植物选择参考表 

  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植物参考表见表E.1 

表 E.1  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植物选择参考表 

黄土高原流域区 
植物类型 

乔木 灌木 草本 

Ⅰ黄土高原半湿

润农林流域区 

落叶松、云杉、白皮松、油松、马尾

松、刺柏、侧柏、核桃、苹果、樱桃、

枣树、柿树、杏、白梨、桃、花椒、

山楂、银杏、白花泡桐、垂柳、旱柳、

国槐、刺槐、花楸、元宝枫、白桦、

水曲柳、小黑杨、小钻杨、辽东栎、

蒙古栎、山杨、大果榆、香椿、樱花、

火炬树、大叶女贞、紫叶李 

山刺玫、黄刺玫、珍珠梅、榆

叶梅、紫丁香、金银忍冬、连

翘、迎春、山毛桃、水蜡、红

叶小檗、紫穗槐、红瑞木、茶

条槭、山杏、胡枝子、山毛桃、

黄杨、荆条、紫薇、欧李、绣

线菊、毛樱桃、杜鹃 

草地早熟禾、紫羊茅、高羊

茅、无芒雀麦、白草、冰草、

针茅、龙须草、偃麦草、苔

草、狗尾草、马蔺、紫花苜

蓿、小冠花、沙打旺、草木

樨、白三叶、波斯菊、线叶

菊、万寿菊、二月兰、冷蒿、

芦苇、芨芨草 

Ⅱ黄土高原半湿

润半干旱农林牧

流域区 

樟子松、油松、圆柏、侧柏、苹果、

枣树、杏、白梨、桃、花椒、山楂、

垂柳、旱柳、国槐、刺槐、花楸、栾

树、新疆杨、河北杨、小黑杨、辽东

栎、蒙古栎、山杨、大果榆、香椿、

臭椿、白蜡、桑树 

刺玫、黄刺玫、珍珠梅、榆叶

梅、紫丁香、文冠果、山杏、

毛樱桃、沙柳、紫穗槐、中国

沙棘、毛黄栌、酸枣、小叶锦

鸡儿、黄杨、驼绒藜、花棒、

紫斑牡丹 

高羊茅、多年生黑麦草、冰

草、无芒雀麦、草地早熟禾、

细羊茅、燕麦、甘草、披碱

草、狗尾草、老芒麦、紫花

苜蓿、红豆草、芦苇 

Ⅲ黄土高原干旱

半干旱农牧流域

区 

油松、樟子松、杜松、侧柏、祁连圆

柏、榆树、臭椿、新疆杨、小黑杨、

旱柳、榆树、大果榆、辽东栎、国槐、

小叶朴、皂荚、沙枣、杜梨、核桃、

紫叶李、梭梭、柽柳、元宝枫、扁桃、

桑树 

文冠果、山杏、毛樱桃、沙柳、

紫穗槐、中国沙棘、白刺、胡

枝子、荆条、小叶锦鸡儿、黄

杨、驼绒藜、花棒、沙拐枣、

沙冬青、毛黄栌、酸枣、狼牙

刺、宁夏枸杞、枸杞、沙枣、

杨柴、沙冬青、沙地柏、沙棘、

紫穗槐、柠条、金露梅、紫斑

牡丹 

高羊茅、多年生黑麦草、冰

草、无芒雀麦、草地早熟禾、

细羊茅、燕麦、甘草、披碱

草、狗尾草、赖草、老芒麦、

紫花苜蓿、草木樨、红豆草、

白三叶、小冠花、鸢尾、啤

酒花、沙打旺、马蔺、黄花

菜、三七景天、波斯菊、大

针茅、铁杆蒿、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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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植物拉丁名对照表见表E.2。 

表 E.2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植物拉丁名对照表 

植物

类型 
植物中文名 科属（拉丁名） 拉丁名 

乔 

 

 

 

 

 

 

 

 

木 

刺柏 柏科 Cupressaceae   刺柏属 Juniperus Juniperus formosana Hayata 

圆柏 柏科 Cupressaceae   圆柏属 Sabina Sabina chinensis (L.) Ant.  

祁连圆柏 柏科 Cupressaceae   圆柏属 Sabina Sabina przewalskii Kom. 

杜松 柏科 Cupressaceae  刺柏属 Juniperus Juniperus rigida S. et Z. 

侧柏 柏科 Cupressaceae  侧柏属 Platycladus  Platycladus orientalis (L.) Franco 

柽柳 柽柳科 Tamaricaceae  柽柳属 Tamarix  Tamarix chinensis Lour. 

皂荚 豆科 Leguminosae    皂荚属 Gleditsia Gleditsia sinensis Lam. 

国槐 豆科 Leguminosae   槐属 Sophora Linn. SophorajaponicaLinn. 

刺槐 豆科 Leguminosae   刺槐属 Robinia Robinia pseudoacacia L. 

核桃 胡桃科 Juglandaceae  胡桃属 Juglans Juglans regia L. 

苹果 蔷薇科 Rosaceae  苹果属 Amygdalus  Malus pumila Mill 

樱桃 蔷薇科 Rosaceae  樱桃属 Ceraras  Cerasus pseudocerasus (Lindl.) G. Don 

沙枣 胡颓子科 Elaeagnac  胡颓子属 Elaeagnus Elaeagnus angustifolia Linn. 

白桦 桦木科 Betulaceae  桦木属 Betula  Betula platyphylla Suk. 

辽东栎 壳斗科 Fagaceae  栎属 Quercus  Quercus wutaishanica Mayr 

蒙古栎 壳斗科 Fagaceae  栎属 Quercus  Quercus mongolica Fisch. ex Ledeb. 

臭椿 苦木科 Simaroubaceae  臭椿属 Ailanthus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Swingle 

梭梭 藜科 Chenopodiaceae  梭梭属 Haloxylon  Haloxylon ammodendron (C. A. Mey.) Bunge 

水曲柳 木犀科 Oleaceae   梣属 Fraxinus Fraxinus mandschurica Rupr. 

火炬树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盐肤木属 Rhus Rhus typhina Nutt 

元宝枫 槭树科 Aceraceae   槭属 Acer Acer truncatum Bunge 

大叶女贞 木犀科 Oleaceae   女贞属 Ligustrum Ligustrum lucidum Ait. 

杜梨 蔷薇科 Rosaceae  梨属 Pyrus  Pyrus betulifolia Bunge 

紫叶李 蔷薇科 Rosaceae  李属 Prunus 
Prunus cerasifera Ehrhar f. atropurpurea (Jacq.) 

Rehd. 

花楸 蔷薇科 Rosaceae  花楸属 Sorbus  Sorbus discolor (Maxim.) Maxim. 

山楂 蔷薇科 Rosaceae  山楂属 Crataegus  Crataegus pinnatifida var. major N. E. Brown 

山桃 蔷薇科 Rosaceae  桃属 Amygdalus  Amygdalus davidiana (Carrière) de Vos ex Henry 

香椿 楝科 Meliaceae  香椿属 Toona Toona sinensis (A. Juss.) Roem. 

白蜡 木犀科 Oleaceae  木犀属 Osmanthus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榆树 榆科 Ulmaceae   榆属 Ulmus Ulmus pumila L. 

小叶朴 榆科 Ulmaceae  朴属 Celtis  Celtis bungeana Bl. 

大果榆 榆科 Ulmaceae  榆属 Ulmus  Ulmus macrocarpa Hance 

桑树 桑科 Moraceae  桑属 Morus Morus alb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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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续） 

植物

类型 
植物中文名 科属（拉丁名） 拉丁名 

乔 

 

 

 

木 

构树 桑科 Moraceae  构属 Broussonetia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inn.) L'Hér. ex Vent. 

白皮松 松科 Pinaceae   松属 Pinus Pinus bungeana Zucc. ex Endl. 

马尾松 松科 Pinaceae   松属 Pinus Pinus massoniana Lamb. 

油松 松科 Pinaceae  松属 Pinus Pinus tabuliformis Carr. 

落叶松 松科 Pinaceae  落叶松属 Larix Larix gmelinii (Rupr.) Kuzen. 

樟子松 松科 Pinaceae  松属 Pinus  Pinus sylvestris L. var. mongolica Litv. 

栾树 无患子科 Sapindaceae    栾树属 Koelreuteria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Laxm. 

旱柳 杨柳科 Salicaceae  柳属 Salix Salix matsudana Koidz 

垂柳 杨柳科 Salicaceae  柳属 Salix Salix babylonica 

河北杨 杨柳科 Salicaceae  杨属 Populus Populus X hopeiensis Hu& Chow 

毛白杨 杨柳科 Salicaceae  杨属 Populus Populus tomentosa Carrière 

新疆杨 杨柳科 Salicaceae  杨属 Populus Populus bolleana Lauche 

小钻杨 杨柳科 Salicaceae  杨属 Populus Populus × xiaozhuanica W. Y. Hsu et Liang 

山杨 杨柳科 Salicaceae  杨属 Populus Populus davidiana Dode 

小黑杨 杨柳科 Salicaceae  杨属 Populus Populus × xiaohei T. S. Hwang et Liang 

灌 

 

 

 

木 

沙地柏 柏科 Cupressaceae  圆柏属 Sabina  Sabina vulgaris Antoine 

柽柳 柽柳科 Tamaricaceae   柽柳属 Tamarix Tamarix ramosissima Ledeb. 

紫穗槐 豆科 Leguminosae  紫穗槐属 Amorpha Amorpha fruticosa Linn. 

锦鸡儿 豆科 Leguminosae    锦鸡儿属 Caragana Caragana sinica (Buc'hoz) Rehd. 

胡枝子 豆科 Leguminosae  胡枝子属 Lespedeza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柠条 豆科 Leguminosae  锦鸡儿属 Caragana  Caragana korshinskii Kom. 

小叶锦鸡儿 豆科 Leguminosae   锦鸡儿属 Caragana  Caragana microphylla Lam. 

沙冬青 
豆 科 Leguminosae  沙 冬 青 属 

Ammopiptanthus  

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 (Maxim. ex Kom.) 

Cheng f. 

花棒 豆科 Leguminosae  岩黄耆属 Hedysarum Hedysarum scoparium Fisch. et Mey. 

杜鹃 杜鹃花科 Ericaceae   杜鹃属 Rhododendron 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 

沙枣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胡颓子属 Elaeagnus Elaeagnus angustifolia Linn. 

中国沙棘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沙棘属 Hippophae Hippophae rhamnoides L.subsp.sinensis Rousi 

沙棘 胡颓子科 Elaeagnaceae  沙棘属 Hippophae Hippophae rhamnoides L. 

黄杨 黄杨科 Buxaceae  黄杨属 Buxus Buxus sinica (Rehd. et Wils.) Cheng 

白刺 蒺藜科 Zygophyllaceae  白刺属 Nitraria Nitraria tangutorum Bobr. 

驼绒藜 藜科 Chenopodiaceae   驼绒藜属 Ceratoides 
Ceratoides latens (J. F. Gmel.) Reveal et 

Holmgren 

沙拐枣 蓼科 Polygonaceae  沙拐枣属 Calligonum Calligonum mongolicum Turcz. 

荆条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牡荆属 Vitex 
Vitex negundo L. var. heterophylla (Franch.) 

Rehd. 

紫斑牡丹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芍药属 Paeonia 
Paeoniasuffruticosa Andr. var.papaveracea 

(Andr.) Kerner 

 

 

 

 

 



XX/T XXXXX—XXXX 

17 

表 E.2（续） 

植物

类型 
植物中文名 科属（拉丁名） 拉丁名 

灌 

 

 

 

 

 

木 

连翘 木犀科 Oleaceae    连翘属 Forsythia Forsythia mandschurica Uyeki 

女贞 木犀科 Oleaceae    女贞属 Ligustrum Ligustrum lucidum Ait. 

连翘 木犀科 Oleaceae  连翘属 Forsythia Forsythia suspensa (Thunb.) Vahl 

紫丁香 木犀科 Oleaceae  丁香属 Syringa Syringa oblata Lindl. 

毛黄栌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黄栌属 Cotinus Cotinus coggygria Scop. var. pubescens Engl. 

黄栌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黄栌属 Cotinus  Cotinus coggygria Scop. 

茶条槭 槭树科 Aceraceae  槭属 Acer  Acer ginnala Maxim. 

紫薇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紫薇属 Lagerstroemia Lagerstroemia indica L. 

珍珠梅 蔷薇科 Rosaceae  珍珠梅属 Sorbaria  Sorbaria sorbifolia (L.) A. Br. 

蔷薇 蔷薇科 Rosaceae  蔷薇属 Rosa Rosa multiflora Thunb. 

金露梅 蔷薇科 Rosaceae  委陵菜属 Potentilla Potentilla fruticosa L. 

欧李 蔷薇科 Rosaceae  樱属 Cerasus Cerasus humilis (Bge.) Sok. 

山刺玫 蔷薇科 Rosaceae  蔷薇属 Rosa Rosa davurica Pall. 

黄刺玫 蔷薇科 Rosaceae  蔷薇属 Rosa  Rosa xanthina Lindl. 

山杏 蔷薇科 Rosaceae  杏属 Armeniaca Armeniaca sibirica (L.) Lam. 

华北绣线菊 蔷薇科 Rosaceae  绣线菊属 Spiraea Spiraea fritschiana Schneid. 

毛樱桃 蔷薇科 Rosaceae  樱属 Cerasus Cerasus tomentosa (Thunb.) Wall. 

枸杞 茄科 Solanaceae  枸杞属 Lycium  Lycium chinense Mill. 

宁夏枸杞 茄科 Solanaceae  枸杞属 Lycium  Lycium barbarum L. 

忍冬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忍冬属 Lonicera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金银忍冬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忍冬属 Lonicera  Lonicera maackii (Rupr.) Maxim. 

黄花忍冬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忍冬属 Lonicera Lonicera chrysantha Turcz. 

红瑞木 山茱萸科 Cornaceae  梾木属 Swida Swida alba  

酸枣 鼠李科 Rhamnaceae  枣属 Ziziphus  
Ziziphus jujuba Mill. var. spinosa (Bunge) Hu 

ex H. F. Chow 

文冠果 无患子科 Sapindaceae   文冠果属 Xanthoceras Xanthoceras sorbifolium Bunge 

沙柳 杨柳科 Salicaceae  柳属 Salix Salix psammophila 

草 

 

 

 

 

本 

白三叶 豆科 Leguminosae  车轴草属 Trifolium Trifolium repens 

马蔺 鸢尾科 Iridaceae  鸢尾属 Iris Iris lactea 

波斯菊 菊科 Compositae  秋英属 Cosmos Cosmos bipinnata 

小冠花 豆科 Leguminosae  小冠花属 Coronilla Coronilla varia  

芍药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芍药属 Paeonia Paeonia lactiflora Pall. 

紫花苜蓿 豆科 Leguminosae  苜蓿属 Medicago Medicago sativa L. 

冰草 禾本科 Gramineae  冰草属 Agropyron Agropyron cristatum (L.) Gaertn. 

白草 禾本科 Gramineae  狼尾草属 Pennisetum 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 

披碱草 禾本科 Gramineae   披碱草属 Elymus Elymus dahuricus 

无芒雀麦 禾本科 Gramineae  雀麦属 Bromus Bromus iner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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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续） 

植物

类型 
植物中文名 科属（拉丁名） 拉丁名 

草 

 

 

 

 

 

 

 

本 

甘草 豆科 Leguminosae  甘草属 Glycyrrhiza Glycyrrhiza uralensis 

线叶菊 菊科 Compositae  线叶菊属 Filifolium Filifolium sibiricum 

冷蒿 菊科 Compositae  蒿属 Artemisia Artemisia frigida 

狗尾草 禾本科 Gramineae  狗尾草属 Setaria Setaria viridis 

紫羊茅 禾本科 Gramineae  羊茅属 Festuca Festuca rubra 

高羊茅 禾本科 Gramineae   羊茅属 Festuca Festuca elata Keng ex E. Alexeev 

针茅 禾本科 Gramineae  针茅属 Stipa Stipa capillata Linn 

龙须草 禾本科 Gramineae  灯心草属 Juncus Juncus effusus 

苔草 莎草科 Cyperaceae  薹草属 Carex spp Carexspp. 

燕麦 禾本科 Gramineae  燕麦属 Avena Avena sativa L. 

万寿菊 菊科 Compositae  万寿菊属 Tagetes agetes erecta L 

二月兰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Brassicaceae  诸葛菜属

Orychophragmus 

Orychophragmus violaceus 

多年生黑麦草 禾本科 Gramineae  黑麦草属 Lolium perennial ryegrass 

披碱草 禾本科 Gramineae  披碱草属 Elymus Linn. Elymus dahuricus Turcz. 

骆驼剌 豆科 Leguminosae  骆驼剌属 Alhagi Gagneb. Alhagi sparsifolia Shap. 

沙蒿 菊科 Compositae  蒿属 Artemisia Linn. Artemisia desertorum 

地被菊 
菊科 Compositae  菊属 Dendranthema (DC.) 

Des Moul.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 

紫花针茅 禾本科 Gramineae  针茅属 Stipa Stipa purpurea 

三七景天 景天科 Crassulaceae  景天属 Sedum L. Sedum aizoonL. 

大针茅 禾本科 Gramineae  针茅属 Stipa Stipa grandis P. Smirn. 

铁杆蒿 菊科 Compositae  蒿属 Artemisia Linn.  Artemisia gmelinii 

鸢尾 鸢尾科 Iridaceae  鸢尾属 Iris Iris tectorum 

垂穗披碱草 禾本科 Gramineae  披碱草属 Elymus Elymus nutans Griseb. 

短芒披碱草 禾本科 Gramineae  披碱草属 Elymus Elymus breviaristatus (Keng) Keng f. 

冷地早熟禾 禾本科 Gramineae  早熟禾属 Poa Poa crymophila Keng 

中华羊茅 禾本科 Gramineae  羊茅属 Festuca Festuca sinensis Keng ex S. L. Lu 

红豆草 豆科 Leguminosae  红豆属 OrmosiaG.Jacks. Onobrychis viciaefolia Scop 

沟叶结缕草 禾本科 Gramineae  结缕草属 Zoysia Zoysia matrella(L.)Merr. 

细叶结缕草 禾本科 Gramineae  结缕草属 Zoysia Zoysia tenuifolia Willd.exTrin. 

燕麦 禾本科 Gramineae  燕麦属 Avena Avena sativa 

细羊茅 禾本科 Gramineae  羊茅属 Festuca Fine fescue 

赖草 禾本科 Gramineae  赖草属 Leymus Leymus secalinus (Georgi) Tzvel. 

老芒麦 禾本科 Gramineae  披碱草属 Elymus Linn. Elymus sibiricus Linn 

针茅 禾本科 Gramineae  针茅属 Stipa Stipa capillata Linn. 

高山蒿草 莎草科 Cyperaceae  蒿属 Artemisia KobresiapygmaeaC.B.Clarke 

草地早熟禾 禾本科 Gramineae  早熟禾属 Poa Poa pratensis L. 

羊茅 禾本科 Gramineae  羊茅属 Festuca Festuca ovina L. 

 

 

 

 

 

https://baike.so.com/doc/1528004-1615431.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Cyperace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A%E8%8C%85%E5%B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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