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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县牧草资源及优势牧草分布状况调研
王晓敏 罗智勇

李 红 盛兆权

渊青海省河南县气象局袁青海河南 811500冤

摘要 选取河南县能反映草地类型分布状况的 11 个样区袁分析牧草资源空间分布特征袁并利用河南县气象局 2008要2017 年生态监
测数据和气象数据袁分析草地资源近 10 年变化状况及主要气候因子对牧草资源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河南县天然草地以高寒草甸类和山地
草甸类为主遥2008要2017 年草层高度尧覆盖度和总产量在 5 月变化不明显袁6要9 月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曰草层高度在 2010 年和 2012 年 8 月尧
9 月明显增高袁牧草产量在 2010 年尧2012 年和 2016 年 6要9 月明显增高遥2008要2017 年温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袁而降水和日照总体呈现下
降趋势遥草层高度随着温度增加呈增加趋势袁与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关系不明显曰覆盖度与温度尧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关系均不明显曰牧草
产量随着温度和降水量增加而增加袁与日照时数的关系不明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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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尧青海省东南部袁属高原亚

站牧草监测资料分析袁近 10 年草层高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袁

5要10 月累计降水 520.4 mm袁占全年降水量的 89.7%曰年平

草层高度均较其他年份明显偏高曰2012 年 8 月和 9 月均较

寒带湿润气候区遥年平均气温 0 益曰年平均降水量 580.1 mm袁
均相对湿度 65%曰全年日照时数 3 241.8 h袁占可日照时数的
73%遥研究区内以高寒草甸类和山地草甸类草原为主袁高寒
草甸类分布在海拔 3 000~4 800 m 的山地阴坡袁山地草甸
类分布在海拔 3 000耀3 600 m 的滩地尧阳坡尧阴坡

遥

[1-3]

河南县草场是青海省优良牧场之一袁天然草地辽阔袁草

地类型多样袁野生牧草资源丰富 遥然而袁人们对现有草地资
[4]

源缺乏合理有效的保护和科学管理袁过度放牧袁乱挖药草袁
加之气候变化影响袁导致牧草资源急骤减少袁河南县牧草资
源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

遥因此袁切实做好天然牧草资源

[5-7]

研究工作对于畜牧业发展及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具有重要
意义遥
1 材料与方法
根据河南县牧草分布特点袁采取分区域方法进行草地调

查遥在全县选取能反映河南县草地类型分布状况的 11 个样

5 月趋势不明显曰7要9 月下降较明显遥其中 2010 年 7要9 月
其他年份明显偏高遥于牧草覆盖度遥牧草覆盖度总体呈现略

下降趋势袁5 月牧草覆盖度在 2013要2017 年趋于下降曰6 月
牧草覆盖度变化起伏较大袁以 2010 年牧草覆盖度最好袁为
90%袁其次覆盖度较好的年份为 2012 年尧2014 年尧2015 年袁

均为 85%曰7要9 月牧草覆盖度变化起伏大袁7 月牧草覆盖度
最好的年份为 2010要2012 年袁均为 90%袁次好年份在 2008要

2009 年尧2016 年袁均为 85%曰8 月牧草覆盖度最好的年份在

2008 年尧2012要2013 年尧2016 年袁均为 90%袁覆盖度最差的
年份为 2015 年袁为 75%曰9 月牧草覆盖度 最好的 年份 为

2008 年尧2013要2014 年尧2016 年袁均为 90%袁覆盖度最差的

年份为 2011 年袁为 75%遥盂牧草产量遥2008要2017 年 5 月牧

草产量无明显变化曰6要9 月牧草产量呈现下降趋势袁其中
2010 年尧2012 年尧2016 年牧草产量明显增高遥
2.3 河南县气候变化

温度遥河南县 2008要2017 年平均气温 0.6 益袁年平均

区袁2017 年每个样区选取 3 个点袁调查反映草地牧草资源的

2.3.1

覆盖度尧草层高度尧总产草量和可食牧草产草量 8 个指标袁

2017 年年平均气温较 2008 年上升 0.9 益袁虽上下波动袁但总

主要植物种尧主要不可食植物种尧植物种数尧不可食物种数尧

气温最高值在 2016 年袁达 1.2 益袁最低值在 2011 年袁为 0.2 益袁

分析牧草资源空间分布袁利用河南县气象局 2008要2017 年

体呈现上升趋势遥

降水遥这 10 年降水年际变化较大袁虽有起伏但基本

生态监测数据和气象数据袁分析草地资源近 10 年变化状况

2.3.2

2 结果与分析

次是 2016 年袁为 656.3 mm遥

及主要气候因子对牧草资源的影响遥
2.1 河南县常见植物种科和属分类

根据文献资料了解到河南县野生牧草共 49 科 183 属

363 种袁通过调查和搜集袁将调查区域常见植物种进行科和
属分类整理袁一共有 12 科 22 属 29 种遥
2.2 河南县牧草资源分布特征

2.2.1 空间分布特征遥河南县天然草地以高寒草甸类和山地
草甸类为主遥其中高寒草甸类又分为高山嵩草型尧矮嵩草型尧

呈现略下降趋势遥其中 2011 年降水量最大袁为 724.7 mm袁其
2.3.3 日照时数遥河南县近 10 年日照时数呈现略下降趋势袁
年日照时数最多的是 2010 年袁为 2 772.3 h袁其次是 2008 年袁
为 2 715.8 h遥

2.4 气候变化对牧草生长的影响
分析了草层高度尧覆盖度尧牧草产量与牧草生长季渊5要

8 月冤温度尧降水量尧日照时数的关系发现袁草层高度随着温

度增加而增加袁与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关系不明显曰覆盖度

线叶嵩草型袁优势牧草分别为高山嵩草尧矮嵩草尧线叶嵩草曰

与温度尧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关系均不明显曰随着温度和降

山地草甸类分为垂穗披碱草型袁优势牧草为垂穗披碱草遥

水量的增加袁牧草产量呈现增加趋势袁与日照时数的关系不

2.2.2

明显遥

近 10 年牧草资源变化遥淤草层高度遥据河南县气象

作者简介 王晓敏渊1989-冤袁女袁青海化隆人袁助理工程师遥研究方向院牧
业气象观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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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渊1冤河南县天然草地以高寒草甸类和山地草甸类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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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缝合会阴部皮肤切口

图 4 切除阴道增生物
3.5 预后

术后 10 d 拆除皮肤结节缝合袁创口期愈合遥术后随访袁

该犬未再复发该病遥
4 体会

渊1冤阴道增生与雌激素的大量分泌有关遥通常发生在发

情周期中的滤泡期袁一般到了间情期可自行退缩袁如果没有
及时进行处理袁以后发情时可能再次发生遥
渊2冤该病诊断时要与阴道脱出进行鉴别遥阴道脱出是阴
图 5 缝合增生物切除后的创口

道壁的一部分或全部外翻或脱出于阴门口或阴门之外袁突
出物的末端可见到凹入的阴道内口或外翻的子宫颈口遥阴
道脱出与分娩尧怀孕有关袁而阴道增生则与发情有关遥阴道
脱出可以整复袁而阴道增生则无法整复遥
渊3冤该病诊断时要与阴道平滑肌瘤进行鉴别遥阴道增生
物在探查时下方可探至尿道口的盲端且与发情有关袁而阴道
平滑肌瘤则为阴道黏膜上的局部增生物袁常为多个发生袁形
状大小不一袁与动物发情无关且多发生于老龄犬袁也可通过
病理检查加以鉴别遥
渊4冤患犬轻度阴道增生袁发情期过后可以自行消除袁但

图 6 闭合阴道壁背侧创口后的会阴部创腔
3.4 手术注意事项
一是手术之后应该加强病犬的饲养管理袁 将病犬及时
隔离袁给予病犬干燥尧安静尧温暖的饲养环境袁让病犬多多休
息袁并且喂以容易消化且营养丰富的食物遥二是要防止病犬
舔咬伤口袁导致缝线开裂遥三是术部使用 0.1%新洁尔灭液
等消毒剂清洗并且涂抹抗生素软膏袁同时为了防止雌激素

过多分泌袁缓解发情症状袁加快病情恢复袁给患病犬肌注黄
体酮 3 m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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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主遥

渊2冤2008要2017 年草层高度尧覆盖度和总产量在 5 月变

化不明显袁6要9 月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曰草层高度在 2010 年
和 2012 年 8 月尧9 月明显增高袁牧草产量在 2010 年尧2012 年
和 2016 年 6要9 月明显增高遥

渊3冤2008要2017 年温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袁而降水和日

照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遥
渊4冤草层高度随着温度增加呈增加趋势袁与降水量和日
照时数的关系不明显曰覆盖度与温度尧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
关系均不明显曰牧草产量随着温度和降水量增加而增加袁与
日照时数的关系不明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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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于下一次发情时再度发生遥因此袁对于有该病史的犬可
以在发情前期使用醋酸甲地孕酮或促性腺激索释放激素
渊GNRH冤来防止本病的发生[3]遥

渊5冤手术中应预先放置导尿管袁并于术后拔除[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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