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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经果林下的覆盖作物

3.2.4.1 描述

经果林下种植覆盖作物是一项传统技术（Worthen，1948），其目的包括：管理养分、改善通行条件和

土壤性状、防治侵蚀、增加生物多样性。

目前覆盖作物是坡面尺度水蚀防治的主要技术，同时具有改善土壤性能、增加生物多样性、提升景观

价值的作用。

当经果林采用覆盖作物作为最佳管理措施时，应了解以下相关内容。

（1）实施该项技术有不同的策略，在章节 3.2.4.2.进行了总结。

（2）雨季来临前是否有能力形成良好的覆盖作物决定了措施的效果。因此，为实现保土目标，选择

适应当地土壤、气候、种植条件的覆盖作物优化管理措施十分重要（表 3.2.4.1. ）。

（3）采用的具体技术及类型应符合土壤管理目标，包括土壤保持、特定作物选择、符合气候和土壤

条件。表 3.2.4.3.提供了一些通用指南。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经果林中，有部分位于水资源有限的气候区，

需要权衡覆盖作物用水与经果林用水，防止因经果林用水减少而降低产量。

3.2.4.2. 根据时空特征划分覆盖作物类型

覆盖作物主要分为 4 种类型。本节所指覆盖作物是种植在树木之间的条带内，经果林树冠下方则因机

械或化学除草无植被覆盖。虽然有时会在所有种植区内种植覆盖作物，但前者依然是经果林实施覆盖作物

的最常见方法。

a) 永久性覆盖作物。虽然干旱或寒冷会使植被在部分时段处于休眠状态，但树木之间的条带大多还

是全年被作物永久性覆盖，为此要种植多年生草本植物、或能自我种子传播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b) 临时性覆盖作物。是指控制覆盖作物的持续时间，在地中海地区很普遍：从秋季至早春的雨季，

覆盖作物生长；早春后通过化学或机械除草杀死覆盖作物，防止其与树木争夺土壤水分。理想情况下，一

旦覆盖作物完成下一年的种子自我传播，就要将其杀死。但实际并非总是如此，而是采用保留覆盖作物的

方法：将其留在 0.5~1m 宽的窄条不做处理，使其完成生育过程，产生种子。许多情况下，通过耕种或农

具如金属罐、棒或篮子等，就会将覆盖作物的种子进行传播。

c) 间隔性覆盖作物。是指没间隔一个条带种植覆盖作物，其余条带采用其他管理方式，如用机械或

化学除草保持裸土状态。覆盖作物每 1、2 或 3 年在不同条带间更替。

d) 用于绿肥或土壤消毒的覆盖作物。是指覆盖作物生物量达到最大，并将其混入土壤作为肥料。如

豆科作物的土壤固氮、作物），从白芥子中提取硫甙以减少土壤中黄萎病菌的生物消毒等。该方法于前述 a，

b，c 方法完全不同，更强调生物量生产达到最大，并合适的生长阶段混入土壤，并非要与保水保土的最佳

时间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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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1 根据持续时间划分覆盖作物类型。++表示高效，+表示中效，（leg）表示只有种植豆类作

物时有效。间隔性覆盖作物效果与覆盖的条带数量成正比，也与该条带采用的覆盖作物技术有关。改编自

Grant 等（2006）。

潜在效益 永久性覆盖作物（a） 临时性覆盖作物（b） 绿肥（d）

增加土壤有机碳 + + ++

增加生物活性 + + ++

土壤固氮 +（leg） +（leg） ++（leg）

改善入渗 ++ + +

减少径流/侵蚀 +++ ++ +

减少沙尘暴 + + +

降低土壤紧实度 + + +

控制杂草 ++ ++ ++

改善通达性 ++ + +

表 3.2.4.2.列举了与裸地管理相比采用覆盖作物的风险。

表 3.2.4.2. 不同类型覆盖作物的潜在风险的程度。++表示高风险，+表示中风险，o 表示无风险或风

险可忽略。间隔性覆盖作物的风险与条带数量成正比，也与该条带采用的覆盖作物技术有关。改编自 Grant

等（2006）。

潜在风险
永久性覆盖作物

（a）
临时性覆盖作物（b） 绿肥（d）

土壤水分竞争 ++ + +

春季冻害增加 + + ++

妨碍部分传染病的消除 + + +

啮齿动物增多 + + +

影响残茬的削砍、移除和修剪 o + ++

线虫增多 ++ o o

如果已经存在

3.2.4.3. 根据不同目标划分植被与管理选项的主要类型

根据覆盖作物的主要目标选择不同的作物种类，目标包括管理选项和决策。表 3.2.4.3.汇总了相关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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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3. 覆盖作物构成和围绕土壤管理目标的一些关键问题与管理决策

目标 最佳覆盖类型 关键问题？ 主要管理决策

改善生物多样性与景观 各类花卉植物混合
种植何种植物以实现开花期

交错且维持中等成本？

如何控制覆盖作物构成？

何时以何种方式刈割？

改善土壤肥力 豆类或豆科植物/草 物种组成

何时将覆盖作物混入土

壤？如何整地实现最大生

物量？

防治侵蚀 草
适和当地气候且有适宜物候

期的草种？何时再次播种？

如果是临时性覆盖植物，

何时杀死其？

放牧 豆类或豆科植物/草
植物种类如何构成？

何时再次播种？

载畜量多少？一年内何时

允许放牧？

通达性 草
草种如何构成？与农田管理

相关的播种时间？

何时控制覆盖作物？采用

机械（机割）还是化学方

除草？

3.2.4.4. 经果林覆盖作物示例图片

图 3.2.4.1. 退化土壤橄榄树果园中的一年生草本植物覆盖（J.A. Gómez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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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2. 杏仁种植园中的临时性草本植物覆盖（J.A. Gómez 供图）

图 3.2.4.3.有覆盖作物的葡萄园，位于下奥地利州（T. Dostal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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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4. 橄榄树果园中的绿肥作物覆盖（J.A. Gómez 供图）

图 3.2.4.5. 橄榄树果园中的生物多样性混合植物覆盖（J.A. Gómez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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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6. 葡萄园中的间隔性覆盖作物，位于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维亚（T. Dostal 供图）



农业水土资源优化利用的最佳管理措施 31

3.2.4.5. 各国家对经果林覆盖作物的定义

尽管几乎每个国家的农业环境保护计划都涉及覆盖作物，但涉及到补贴费用，对覆盖作物的定义各不

相同，由此导致混淆。下表举例说明 Shui 项目各国在获取覆盖作物补贴方面的要求。

国家 定义

葡萄园与果园

1) 覆盖作物是种植或是之前已经存在的植物

2) 覆盖作物至少包括一个抗寒品种

3) 以下不是覆盖作物：a) 有机覆盖物 b) 完全未播种的覆盖物 c) 谷物、玉米、以

及超过 50%谷物或玉米组成的混合作物，用于建立永久覆盖的燕麦或大麦除外强制要

求：

果园：除树干周围最大到 100cm 范围内，所有条带均要求永久性覆盖葡萄园：坡度≥

25%：除树干周围到最大 80 cm 范围内，所有条带均要求永久性覆盖坡度＜25%：每年

11 月 1日至次年 4月 30 日所有条带均要覆盖（选项 A），或所有条带均要永久性覆盖

（选项 B）覆盖作物期间，不允许破坏覆盖的田间管理，如深松。奥地利补贴系统—

—仅有强制性措施

捷克共和国

共同农业政策（CAP）和良好农业与环境条件（GAEC）中，针对葡萄园、果园或啤酒

花种植地实施永久性覆盖作物没有强制性规定。

在实施新的种植项目时，允许五年内获得额外的补贴，用于在条带上种植覆盖作物。

西班牙

橄榄树果园

强制要求：树间至少 1m 的条带种植覆盖作物，且与最大坡度方向垂直。如果该方向

无法种植，可沿树间条带方向种植。

建议：秋冬季或高暴雨风险时段要保持作物覆盖。一旦早春出现土壤水分竞争，就要

采用用化学或机械方法除草，或控制性牧羊。在下一个秋季到来前，应确保覆盖作物

残茬覆盖在土壤表面。如有必要，可播种新的覆盖作物。

建议：果园内部分区域，可以种植豆科作物（针对缺氮土壤）、草、草与豆科作物混

合、十字花科植物、或能改善土壤条件并为鸟类提供栖息地的植物种类。

西班牙

葡萄

建议：在适宜地区的秋冬季或高暴雨风险时段，要保持作物覆盖或覆盖层。一旦开始

出现土壤水分竞争，就要除去覆盖作物。

建议：如果没有土壤水分竞争的风险存在，尽可能长期保留覆盖作物，但要通过刈割

或放牧限制其生长。如有必要，用额外的覆盖材料补充覆盖作物。用经授权的化学或

机械方法，或通过牧羊去除覆盖作物。

建议：沿农地边缘种植植物带，其宽度为覆盖作物间隔的一半。可以种植豆科作物、

草、草与豆科作物混合、十字花科植物、或能改善土壤条件并为鸟类提供栖息地的植

物种类。

西班牙

柑橘

建议：在适宜地区的秋冬季或高暴雨风险时段，要保持作物覆盖。早春一旦开始出现

土壤水分竞争，就要用化学或机械方法除草，或采用控制性牧羊。在下一个秋季到来

前，应确保覆盖作物残茬覆盖在土壤表面。如有必要，可播种新的覆盖作物。

西班牙

杏仁

建议：在适宜地区的秋冬季或高暴雨风险时段，要保持作物覆盖。早春一旦开始出现

土壤水分竞争，就要用化学或机械方法除草，或采用控制性牧羊。在下一个秋季到来

前，应确保覆盖作物残茬覆盖在土壤表面。如有必要，可播种新的覆盖作物。

建议：果园内部分区域，可以种植豆科作物（针对缺氮土壤）、草、草与豆科作物混

合、十字花科植物、或能改善土壤条件并为鸟类提供栖息地的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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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定义

西班牙

苹果

建议：通过播种或自然植被恢复，维持全年永久性作物覆盖。

建议：在寒冷地区至少在春季保持土壤裸露，使霜冻风险降至最低。

建议：种植最适合该地土壤的覆盖作物，如豆科植物、草、草与豆科植物混合、十字

花科植物。

建议：使用经授权的化学或机械方法控制覆盖作物。

建议：除在条带内种植覆盖作物外，在未种植果树的区域种植覆盖作物，以改善生物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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