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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程编制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黄土高原退化小流域生态修复技术规程》是 2012 年由原国家

林业局科技司标准处下达的林业行业标准制定任务，项目编号为

2012-LY-159。 

1.2 承担单位、征集意见单位 

负责起草单位：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征集意见单位：本规程征集意见 3次。 

第一次意见征集：征集意见 8 个单位。分别为甘肃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宁夏农林科学院，

北京林业大学、山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甘

肃省林木种苗管理局。 

第二次意见征集：全国营造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该规程进行了

函审，共收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谭学仁、山西省太岳山国有林管理

局李永生、新疆林科院刘康以及长期致力于生态技术修复的朱丽艳、

邢亚娟、毕君、陈光辉等 8位专家的修改意见。 

第三次意见征集： 2021年 4 月 24 日，该规程通过了全国营造

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会议审定。标准起草组在评审组专家意见

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后，再次送评审组专家进行审阅，

同时还将该规程发往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请专家进行

了详细审阅，前后共收到 7位专家的修改意见，规程起草组按专家意

见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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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规程编制的目的意义 

黄土高原是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区域，地表较为破碎，土质

疏松，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建国以来，广大林

业、农业、水利工作者在黄土高原小流域生态修复及综合治理等方

面，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近年来，国家林草局、水利部等部

委启动了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建设、小流域治理等生态工程，对不

同区域进行了生态修复工作，已呈现出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热带雨

林采伐后生态恢复、采矿地的生态恢复、寒温带针叶林采伐迹地植被

恢复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我国在生态恢复研

究方面，范围和广度优于世界其它国家，尤其在黄土高原小流域生态

系统修复方面已达到了国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本规程的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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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导加快和推动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进程方面产生积极影

响。 

1.4 规程编制工作过程 

1.4.1 总结编制单位已有科研成果 

项目承担单位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先后实施了黄土区径流集

水抗旱造林技术，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雨水集流节

水补灌抗旱技术、兰州北山退化植被技术研究、黄土高原植被重建技

术推广等项目，重点开展了黄土高原植被退化区生态系统重建方面的

研究，并在此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创造性提出了集耐旱、耐盐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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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性强植物筛选；天然降水资源化利用；抑制无效蒸发技术、蒸腾

技术；土壤生化改良技术；防护林空间配置和植物结构设计与调控技

术以及新材料、新技术在恶劣立地条件植被恢复与重建中的应用等

“六大”技术于一体的干旱、半干旱生态环境退化地区抗旱植树技术

新体系，为本规程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可靠的技术

保障。 

1.4.2 查阅技术资料 

2012 年，编制单位接到本规程编制任务后，立即成立项目组，

在总结编制单位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

和理论基础上，广泛搜集、调研、整理、归纳我国有关黄土高原小流

域植被修复技术方面的科研成果。 

1.4.3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3 年 5 月至 9 月，项目组在甘肃庆阳市华池县、正宁县、陇

南市成县、临夏州临夏县、东乡县等地进行了外业调查，结合查阅的

大量技术资料及科研成果， 2013 年 12 月完成了《黄土高原退化小

流域植被修复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并将征求意见稿送至中科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农林科学

院、山西省林科院研究员、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甘肃省农业大学

林学院、甘肃省林木种苗管理局等 8家单位，征求到修改意见 78 条，

经整理形成综合意见 51 条。 

1.4.5 送审稿的形成 

为了进一步夯实该规程技术内容。2016 年，编制组再次赴宁夏

固原原州区清水河中庄小流域、彭阳县茹河大沟湾流域、阳洼流域、

麻辣湾流域、贺家湾流域、泾源县六盘山、甘肃定西南川小流域、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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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延安宝塔区、安塞区、山西吕梁离石区、晋中市灵石县韭园沟流域、

不定沟流域、千狮山等小流域，对典型黄土高原退化小流域立地类型、

植被修复采用树种、苗木（种子）选择、栽植（播种）技术、整地方

式、建植季节、建植密度、植物配置、抚育管理、自然植被修复方式、

人工植被修复技术、抚育与保护等进行了详细调查，最后，根据专家

修改意见，结合补充实验、外业调查等，再次对该规程做了相应的修

改完善，形成了《黄土高原退化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规程》送审稿。 

1.4.6 送审稿的函审 

2021 年 4 月，由全国营造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该规程送审稿

进行了函审，共收集意见 40 条，经综合整理形成修改意见 18 条。 

1.4.7 报批稿的形成  

2021年 4 月 24日，全国营造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海南省琼海

市召开标准审查会。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林

业大学等单位的 12 名专家对标准草案（送审稿）进行审查。专家组

听取了汇报，认真审阅送审材料，对该规程文本进行逐条讨论，认为

本规程在充分调研、总结多年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实践的基础上

编制而成，技术可行，对生产实践具有指导性。同时该规程广泛征求

了科研、生产单位的意见，内容全面、结构合理、送审材料齐全，同

意该规程按照专家组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再送评审专家审阅，完善

意见后上报。与此同时该规程还特别报送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了详细复审，这次共收到 7 位专家的修改

意见，编制组按专家意见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修改，最后形成了规程报

批稿。 

1.5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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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李  睿 女 高级工程师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 

负责项目的申报立项，工作方

案的制定、标准草案及其编制

说明的起草、修改等工作。 

杨国州 男 工程师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 

标准草案及其编制说明的起

草、修改。负责补充试验及技

术调研等工作。 

周金星 男 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 
负责标准报批稿的修改、技术

审阅等工作。 

成  娟 女 工程师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技术试验、

调研等。 

苏宏斌 男 高级工程师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标准草案及其编制说明的起

草、修改、技术调研等工作。 

何智宏 女 工程师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 标准草案的修改、技术调研等 

崔  明 女 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标准报批稿的修改、技术审阅

等。 

滕保琴 女 工程师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 标准补充试验、标准修改等。 

李  楠 男 工程师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 项目技术调研和试验观测。 

2 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2.1.1 规范性原则 

规程文本的编写遵循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相关要求，力求做

到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内容明确、用语规范。 

2.1.2 可操作性原则 

总结现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尽量引用适

宜的国家标准列入本规程；通过省内外实地调研，结合我国行业的实

际情况；其技术指标的设置，符合林草行业及其标准化建设的现状与

发展趋势，既具有先进性，也兼顾了具体实践生产的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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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内容 

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黄土高原退化小流域植被修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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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键技术指标的确定及简要说明 

本规程中涉及到的自然封禁修复技术、植苗修复、苗木（种子）

选择、整地方式、建植季节、建植密度、植苗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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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评价等技术指标，均是综合参考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有关技术规范性引用文件以及我们项目组多年来取得成果的鉴定或

验收报告，以先进、合理，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强为原则选择确定的。 

4 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规程。进行小流

域植被修复时参照或执行的相关标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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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等。由此分析，本项标准草案的技术水平与国内外先进水平保持一

致。 

5 与执行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其他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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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制定的内容属于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符合国家

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建设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政策与理念，编制符合国家标准《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相关要求。 

本规程属于黄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规程，是编制和修订黄

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的指南和依据。  

6 主要不同意见的处理 

本项规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国内 26 家与黄土高原小流域治

理、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修复重建研究和生产相关的科研院所和单位

征求意见。截至目前，共收到 23 位专家的修改意见 131 条，经过认

真分析，对反馈意见进行综合归纳处理。形成综合意见 73 条。其中

采纳 48 条，不采纳 25 条。 

具体内容详见“意见汇总处理表”  

7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项目为国家林草局下达的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的编制项目。 

本规程作为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8.1 在本项林业行业标准批准颁布后，开展必要的标准宣传工作，以

促进本项标准的贯彻实施。 

8.2 在本项林业行业标准批准颁布后，由相关机构举办本项标准实施

的技术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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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本规程为首次制定，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进

一步的修订完善，以适应土高原小流域植被修复技术制修订工作的要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