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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去除碎石；(2)在宅基地外围

挖设一圈外围沟渠，再将外围沟渠圈住的宅基地

内挖设纵横交错的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

独立的地块；(3)向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充水，向

地块表面泼洒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沟渠

内充满水，在宅基地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4)当

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中无水层后，撤除塑料薄

膜；填土，撒入腐熟秸秆、土壤改良剂，翻耕，得到

复垦地；(5)种植绿肥作物，翻耕。本发明复垦方

法步骤简单，所需成本低，可对农村零散的宅基

地的土壤进行有效改善，使之能成为新的农田，

且土壤营养成分好，生态环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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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宅基地表层土中的碎石进行去除；

(2)在宅基地外围挖设一圈外围沟渠，然后再将外围沟渠圈住的宅基地内挖设纵横交

错的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

(3)将外围沟渠的外侧面覆一层泥浆，然后向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充水，直至水位的下

降量低于2cm/h时，向地块表面泼洒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质量

比为1：3-4，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的泼洒量为3000-4500kg/亩；然后将外围沟渠和分

支沟渠内充满水，在宅基地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4)当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中无水层后，撤除塑料薄膜；将分支沟渠内填入宅基地土

壤，并于宅基地表层撒入一层腐熟秸秆，之后再撒入土壤改良剂，然后翻耕土壤，得到复垦

地；

所述土壤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制成：煤矸石粉30-50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

剂4-8份、沼渣15-20份、蒙脱土10-16份；

(5)将所得复垦地中种植绿肥作物，待绿肥作物长成后，将其绿色茎叶切断，然后再进

行一次翻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表层土

的厚度为45-5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外围沟

渠的宽度为25-30cm，深度为30-35cm；分支沟渠的宽度为20-25m，深度为30-35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宅基地

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每块地块的长宽为3-4m×2-3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腐熟秸

秆的施入量为2000-3800kg/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土壤改

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粉42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5份、沼渣18份、蒙脱土

13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复合微

生物固体菌剂为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体菌剂按1：2的质量比混合而成，圆

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体菌剂的含菌量均大于20亿/g。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土壤改

良剂的施入量为50-80kg/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绿肥作物为苜蓿、

紫云英、田菁、草木樨、柽麻、苕子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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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不断

改善的同时，导致原有宅基地大量废弃或闲置，从而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为切实保护

耕地，按照集约用地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利用方针，推进农村宅基地复垦已成当务之急。

宅基地存在土壤板结、通气性差及掺杂大量灰土、砖杂质等不利于作物生长的因素。因此，

有必要对废弃的宅基地进行复垦，使之成为新的农田，以缓解耕地紧张的局面。

[0003] 申请号为201510158799.1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宅基地高效复垦方法，拆除旧宅

基地上残余房屋设施，在复垦地土壤底下60公分处埋设波纹管，建设沼气灌和滴灌管网进

行滴灌，利用沟渠把复垦地分为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共三个区域分别进行种植试验。通

过上述方式，本发明所述的宅基地高效复垦方法，分三个区域进行试验，更容易得到理想的

复垦方法，减少了复垦的时间，而且复垦过程中的经济效益好，适合进行大面积推广。其虽

可实现高效复垦，但是在复垦过程中需要在土壤底下埋设波纹管，并需要设置滴管网络和

建设沼气灌等，这些措施对于农村分散的小块宅基地并不适用。

[0004] 申请号为201511017305.4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山区废弃宅基地复垦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1)废弃土坯宅基地进行粉碎处理，并回填到废弃宅基地原址；2)对回填后的地方

进行土地平整；3)修建附属配套设施，即在复垦区域应做到沟、渠、路配套，以保证较好的耕

地条件；4)对步骤3)操作后的土地进行采土壤有机质的化验分析；5)在分析后有机质含量

≤10g/kg的土壤时，向土地施加石灰调节土壤pH，再种植苜蓿；有机质含量≥30g/kg的土壤

时，向土地施加有机肥。该发明能够有效的将山区的废弃土坯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提高土地

利用率，实现农村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增加耕地面积，改善村庄景观。但是其复垦时，主要

通过加“石灰调节土壤pH+种植苜蓿”或“施加有机肥”改善土壤，对宅基地的改善效果有限。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步骤简单，所需成本低，可对

农村零散的宅基地的土壤进行有效改善，使之能成为新的农田，且土壤营养成分好，生态环

境佳。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将宅基地表层土中的碎石进行去除；

[0009] (2)在宅基地外围挖设一圈外围沟渠，然后再将外围沟渠圈住的宅基地内挖设纵

横交错的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

[0010] (3)将外围沟渠的外侧面覆一层泥浆，然后向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充水，直至水位

的下降量低于2cm/h时，向地块表面泼洒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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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比为1：3-4，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的泼洒量为3000-4500kg/亩；然后将外围沟渠

和分支沟渠内充满水，在宅基地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0011] (4)当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中无水层后，撤除塑料薄膜；将分支沟渠内填入宅基地

土壤，并于宅基地表层撒入一层腐熟秸秆，之后再撒入土壤改良剂，然后翻耕土壤，得到复

垦地；

[0012] 所述土壤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制成：煤矸石粉30-50份、复合微生物固

体菌剂4-8份、沼渣15-20份、蒙脱土10-16份；

[0013] (5)将所得复垦地中种植绿肥作物，待绿肥作物长成后，将其绿色茎叶切断，然后

再进行一次翻耕。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表层土的厚度为45-50cm。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外围沟渠的宽度为25-30cm，深度为30-35cm；分支沟渠的

宽度为20-25m，深度为30-35cm。

[0016]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每块地块的长宽为3-4m×

2-3m。

[0017]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腐熟秸秆的施入量为2000-3800kg/亩。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土壤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粉42份、复

合微生物固体菌剂5份、沼渣18份、蒙脱土13份。

[0019]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为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

杆菌固体菌剂按1：2的质量比混合而成，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体菌剂的含

菌量均大于20亿/g。

[0020]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土壤改良剂的施入量为50-80kg/亩。

[0021] 优选地，所述绿肥作物为苜蓿、紫云英、田菁、草木樨、柽麻、苕子中的一种。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发明通过设置外围沟渠+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多块地块

被沟渠环绕。首先沟渠内充水，在水位下降的过程中，可对宅基地的土地块进行灌水，使土

壤表层和深层处的水含量明显增加，为后续土壤能保持较好的含水量打好基础。

[0024] 在之后水位下降很慢时，加入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腐熟动物粪便被水稀

释，大量的有机养分融入水中，将其泼洒在各地块上，可慢慢渗透至宅基地的地块中，使土

壤中的有机质明显增加，而后续继续往沟渠充水以及覆盖塑料薄膜，是为了增加粪便水在

土壤中的扩散范围，防止表层土壤的干燥过快。

[0025] 2、在经过沟渠充水、泼肥处理后，加入腐熟秸秆和土壤改良剂进行翻耕，其以煤矸

石粉为主要载体，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可固氮解磷，增加土壤营养成分，加入的沼渣富含有

机质、腐殖酸、微量营养元素、多种氨基酸、酶类和有益微生物等，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的

作用，蒙脱土可吸附土壤中的一些重金属离子，并可作为吸附载体，使土壤改良剂的改良效

果持续性较强，本发明土壤改良剂可有效改良土壤结构以及土壤的生态环境。

[0026] 3、由于之前土壤已被构建出很好的种植环境，最后实行种植绿肥，可使绿肥长势

喜人，从而对土壤改良效果好，使其总氮、速效钾、速效磷、有机质等成分得到有效提高。

[0027] 4、本发明复垦方法步骤简单，所需成本低，可对农村零散的宅基地的土壤进行有

效改善，使之能成为新的农田，且土壤营养成分好，生态环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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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

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将宅基地表层土中的碎石进行去除，表层土的厚度为50cm。

[0032] (2)在宅基地外围挖设一圈外围沟渠，然后再将外围沟渠圈住的宅基地内挖设纵

横交错的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每块地块的长宽为3m×2m；其中外围沟

渠的宽度为28cm，深度为30cm；分支沟渠的宽度为20m，深度为30cm。

[0033] (3)将外围沟渠的外侧面覆一层泥浆，然后向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充水，直至水位

的下降量低于2cm/h时，向地块表面泼洒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即将腐熟动物粪便加

入至水中，并搅拌均匀所得)，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质量比为1：4，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

物的泼洒量为4500kg/亩；然后将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内充满水，在宅基地上覆盖一层塑料

薄膜。

[0034] (4)当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中无水层后，撤除塑料薄膜；将分支沟渠内填入宅基地

土壤，并于宅基地表层撒入一层腐熟秸秆，腐熟秸秆的施入量为3000kg/亩；之后再撒入土

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的施入量为60kg/亩；然后翻耕土壤，得到复垦地；

[0035] 土壤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制成：煤矸石粉42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5

份、沼渣18份、蒙脱土13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为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

体菌剂按1：2的质量比混合而成，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体菌剂的含菌量均

大于20亿/g。

[0036] (5)将所得复垦地中种植苜蓿，待苜蓿长成后，将其绿色茎叶切断，然后再进行一

次翻耕。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将宅基地表层土中的碎石进行去除，表层土的厚度为50cm。

[0040] (2)在宅基地外围挖设一圈外围沟渠，然后再将外围沟渠圈住的宅基地内挖设纵

横交错的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每块地块的长宽为4m×2m；其中外围沟

渠的宽度为30cm，深度为30cm；分支沟渠的宽度为25m，深度为30cm。

[0041] (3)将外围沟渠的外侧面覆一层泥浆，然后向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充水，直至水位

的下降量低于2cm/h时，向地块表面泼洒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

质量比为1：4，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的泼洒量为4000kg/亩；然后将外围沟渠和分支

沟渠内充满水，在宅基地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0042] (4)当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中无水层后，撤除塑料薄膜；将分支沟渠内填入宅基地

土壤，并于宅基地表层撒入一层腐熟秸秆，腐熟秸秆的施入量为3000kg/亩；之后再撒入土

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的施入量为70kg/亩；然后翻耕土壤，得到复垦地；

[0043] 土壤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制成：煤矸石粉40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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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沼渣18份、蒙脱土15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为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

体菌剂按1：2的质量比混合而成，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体菌剂的含菌量均

大于20亿/g。

[0044] (5)将所得复垦地中种植紫云英，待紫云英长成后，将其绿色茎叶切断，然后再进

行一次翻耕。

[0045] 实施例3：

[0046] 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1)将宅基地表层土中的碎石进行去除，表层土的厚度为50cm。

[0048] (2)在宅基地外围挖设一圈外围沟渠，然后再将外围沟渠圈住的宅基地内挖设纵

横交错的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每块地块的长宽为4m×2m；其中外围沟

渠的宽度为25cm，深度为30cm；分支沟渠的宽度为25m，深度为30cm。

[0049] (3)将外围沟渠的外侧面覆一层泥浆，然后向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充水，直至水位

的下降量低于2cm/h时，向地块表面泼洒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

质量比为1：4，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的泼洒量为4000kg/亩；然后将外围沟渠和分支

沟渠内充满水，在宅基地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0050] (4)当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中无水层后，撤除塑料薄膜；将分支沟渠内填入宅基地

土壤，并于宅基地表层撒入一层腐熟秸秆，腐熟秸秆的施入量为3800kg/亩；之后再撒入土

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的施入量为70kg/亩；然后翻耕土壤，得到复垦地；

[0051] 土壤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制成：煤矸石粉50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8

份、沼渣18份、蒙脱土15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为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

体菌剂按1：2的质量比混合而成，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体菌剂的含菌量均

大于20亿/g。

[0052] (5)将所得复垦地中种植紫云英，待绿肥作物长成后，将其绿色茎叶切断，然后再

进行一次翻耕。

[0053] 实施例4：

[0054] 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1)将宅基地表层土中的碎石进行去除，表层土的厚度为45cm。

[0056] (2)在宅基地外围挖设一圈外围沟渠，然后再将外围沟渠圈住的宅基地内挖设纵

横交错的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每块地块的长宽为3m×2.5m；其中外围

沟渠的宽度为30cm，深度为35cm；分支沟渠的宽度为20m，深度为35cm。

[0057] (3)将外围沟渠的外侧面覆一层泥浆，然后向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充水，直至水位

的下降量低于2cm/h时，向地块表面泼洒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

质量比为1：3，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的泼洒量为3500kg/亩；然后将外围沟渠和分支

沟渠内充满水，在宅基地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0058] (4)当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中无水层后，撤除塑料薄膜；将分支沟渠内填入宅基地

土壤，并于宅基地表层撒入一层腐熟秸秆，腐熟秸秆的施入量为3000kg/亩；之后再撒入土

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的施入量为50kg/亩；然后翻耕土壤，得到复垦地；

[0059] 土壤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制成：煤矸石粉30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5

份、沼渣15份、蒙脱土10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为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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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菌剂按1：2的质量比混合而成，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体菌剂的含菌量均

大于20亿/g。

[0060] (5)将所得复垦地中种植苜蓿，待绿肥作物长成后，将其绿色茎叶切断，然后再进

行一次翻耕。

[0061] 实施例5：

[0062] 一种复垦宅基地的复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将宅基地表层土中的碎石进行去除，表层土的厚度为48cm。

[0064] (2)在宅基地外围挖设一圈外围沟渠，然后再将外围沟渠圈住的宅基地内挖设纵

横交错的分支沟渠，将宅基地分为多块独立的地块，每块地块的长宽为3.5m×3m；其中外围

沟渠的宽度为30cm，深度为30cm；分支沟渠的宽度为25m，深度为30cm。

[0065] (3)将外围沟渠的外侧面覆一层泥浆，然后向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充水，直至水位

的下降量低于2cm/h时，向地块表面泼洒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

质量比为1：3.5，腐熟动物粪便和水的混合物的泼洒量为4500kg/亩；然后将外围沟渠和分

支沟渠内充满水，在宅基地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0066] (4)当外围沟渠和分支沟渠中无水层后，撤除塑料薄膜；将分支沟渠内填入宅基地

土壤，并于宅基地表层撒入一层腐熟秸秆，腐熟秸秆的施入量为2000kg/亩；之后再撒入土

壤改良剂，土壤改良剂的施入量为80kg/亩；然后翻耕土壤，得到复垦地；

[0067] 土壤改良剂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制成：煤矸石粉45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4

份、沼渣20份、蒙脱土16份；复合微生物固体菌剂为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

体菌剂按1：2的质量比混合而成，圆褐固氮菌固体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固体菌剂的含菌量均

大于20亿/g。

[0068] (5)将所得复垦地中种植田菁，待绿肥作物长成后，将其绿色茎叶切断，然后再进

行一次翻耕。

[0069] 使用实施例1中的方法对南方某农村的宅基地进行复垦，宅基地面积为123cm2，宅

基地复垦前后土壤性质变化如表1所示。

[0070] 表1宅基地复垦前后土壤性质变化

[0071]

[0072] 由表1可知，本发明的方法对于提高土壤的理化性质效果明显，其可使pH趋于中

性，总氮、速效磷、速效钾、有机质均得到明显提高，且还可降低土壤的容重。

[0073]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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