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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典型草原区植被变化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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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锡林郭勒草原是我国境内最具代表性的丛生禾草、根茎禾草(针茅、羊草)温性真草原,也是欧
亚大陆草原区保存比较完整的原生草原部分,本次选取海流特围栏内、东台子、查干敖包 3 个较为典型
监测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利用方式、利用强度对草场生物丰富度、植被质量影响较大,草场生物丰富
度在不合理度利用下下降明显,相应政策实施、改良措施应用可以恢复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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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egetation changes in Xilin typical grassland area
Haipeng Sun
Xilingo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Xilingol
[Abstract] Xilingol grassland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arm grassland of tufted grass, root grass (stipa, leymus
chinensis), it is also the intact part of the primitive steppe in the steppe area of Eurasia. This time, three typical
monitoring points in the Hailiu Special Fence, Dongtaizi, and Chaganaobao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assland biorichness and vegetation qu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utilization mode and
intensity, and the biorichnes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under unreasonable utilization. The grassland could be
restor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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