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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

土地结构，涉及一种农业领域碎技术领域，一种

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包括种植田、人

行道和浇灌槽，将改良沙土地划分为种植田和人

行道，浇灌槽设置在人行道的左右两侧，同时浇

灌槽底部设置有储水槽，储水槽的侧壁上固定安

装有多组导水管，导水管铺设在种植田的浇灌层

内，对作物的根部进行浇灌，避免水分在沙土地

表面蒸发较快的问题，利于作物对水分的吸收和

利用，同时种植田包括混合层、灌溉层、肥料层和

沙土地，对沙化土地的不合理结构进行整治，营

造合理的土壤颗粒和土体结构，将沙化土地变为

可利用土地，通过土壤培肥、作物优配和灌溉、施

肥精准管理，实现沙化土地整治利用和现代农业

的耦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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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包括种植田(1)、人行道(2)和浇灌槽(3)，其

特征在于：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植被少的沙地作为改良沙土地，将改良沙土地划分为种植田

(1)和人行道(2)，其中种植田(1)和人行道(2)的比例为1:3-1:4，将人行道(2)设置在种植

田(1)的两侧，所述人行道(2)包括混凝土层(21)、防滑层(22)和地基(23)，其中地基(23)设

置在改良沙土地内，地基(23)采用红黏土和沙土混合而成，并且地基(23)的顶部浇灌有混

凝土层(21)，混凝土层(21)位于地面以上，混凝土层(21)采用混凝土和沙石搅拌而成，同时

混凝土层(21)的上表面铺设有一层防滑层(22)，防滑层(22)采用防滑材料制成，例如防滑

橡胶和PVC材料，同时在人行道(2)的左右两侧开设有浇灌槽(3)，浇灌槽(3)设置成梯形槽

结构，其中浇灌槽(3)采用混凝土砌成，并且浇灌槽(3)位于地面以上，同时浇灌槽(3)的底

部设置有矩形储水槽(4)，矩形储水槽(4)同样采用混凝土砌成，并且储水槽(4)的顶部通过

阀门(32)和浇灌槽(3)连通在一起，同时储水槽(4)的侧壁上固定安装有多组导水管(5)，导

水管(5)铺设在种植田(1)的地底，并且导水管(5)的侧壁上开设有多组纳米导水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

田(1)包括混合层(11)、灌溉层(12)、肥料层(13)和沙土地(14)，其中所述混合层(11)、灌溉

层(12)和肥料层(13)从上至下依次覆设在沙土地(14)的上表面，所述肥料层(13)的厚度为

5cm，同时所述肥料层(13)包括改良粉和改良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改良

粉包括：腐熟的有机肥10份、磷酸一铵20份、氯化钾10份、尿素30份、秸秆灰20份和腐泥10

份，混合干燥，研磨得到改良粉。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改良

液包括：复合高分子有机水溶胶20份、腐殖酸15份、磷酸氢二铵35份、缩二脲、脲醛缓释肥20

份、重钙2份、多效唑1份、敌百虫1份和水1000份，加热至70度后进行充分搅拌混合，然后冷

却至常温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

层(12)采用黄土覆设而成，并且灌溉层(12)的厚度为(10)cm，同时灌溉层(12)的内部覆设

有多条导水管(5)，通过导水管(5)对灌溉层(12)内部进行灌溉，并且导水管(5)的左侧壁上

设置有气候检测器(6)，气候检测器(6)位于灌溉层(12)的底部，同时气候检测器(6)的顶部

固定安装有连接杆(8)，连接杆(8)的侧壁靠近导水管(5)的侧壁进行设置，并且连接杆(8)

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检测器显示面板(7)，其中连接杆(8)设置成空心柱体结构，检测器显示

面板(7)通过连接杆(8)的内部和气候检测器(6)电性连接在一起，从而将气候检测器(6)的

检测数据通过检测器显示面板(7)进行显示，同时连接杆(8)对导水管(5)的位置进行指示，

并且导水管(5)的右侧壁上设置有指示杆(9)，指示杆(9)的顶部从种植田(1)的顶部伸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

层(11)包括黄土和沙土，其中黄土和沙土的体力比为1:1.2-1:1.6，其中混合层(11)的厚度

为15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浇灌

槽(3)的斜截面上固定安装有多组矩形过滤板(3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

土层(21)的上表面开设有若干防滑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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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

层也可采用沙土和红黏土混合制成，其中红黏土和沙土的体力比为1:1.5-1:2。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

于，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择地势平坦、植被少的沙地，推沙平整，按照区域面积比合理划分种植田(1)

和人行道(2)；

步骤二：在推沙平整的沙地上，向下翻新土地，翻新深度为30-40cm，将改良粉均匀覆设

在在沙土地(14)的上表面，覆设厚度为5cm，然后将改良液均匀浇灌在改良粉的上表面，盖

上塑料薄膜或干草，控制土壤熟料的湿度不低于60％，保湿并发酵，持续18小时，去除塑料

薄膜，完成肥料层(13)的覆设；

步骤三：在肥料层(13)的表面根据实际需求覆设多根导水管(5)，并且导水管(5)和储

水槽(4)连通在一起，同时在导水管(5)的左侧壁对应的肥料层(13)内安装上气候检测器

(6)，并且在导水管(5)的左右两侧对应安装上连接杆(8)和指示杆(9)，然后在肥料层(13)

的表面盖上一层黄土，并将检测器显示面板(7)通过连接杆(8)和气候检测器(6)电性连接

在一起，完成灌溉层(12)的覆设；

步骤四：将沙土和黄土安装安装体积比1:1.5复配成土，并且将混合而成的新土铺设在

灌溉层(12)的顶部，覆设的厚度为15cm，完成混合层(11)，将需要种植的作物种植在改良完

成的种植田(1)的内部，通过浇灌槽(3)往储水槽(4)内部注入水分，进而通过导水管(5)对

作物的根部进行浇灌，完成作物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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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领域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耕地

数量锐减，耕地质量日趋衰退，特别是耕地荒漠化、沙化现象严重，沙化土地面积分布广泛，

涉及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沙质土壤颗粒间孔隙大，小孔隙少，毛细管作用弱，土壤质

地疏松，通透性好，导致沙质土壤保水性差、蓄水力弱；同时沙质土壤中有机质分解快、积累

下来的比较少，致使土壤保肥性差，养分比较贫乏。水分的缺失加之养分的流失导致沙质土

壤生产力低下。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对耕地质量的调查和对低产田土的改良力度，但对

低产沙土的治理缺乏有效的措施。

[0003] 治理沙化地的初衷和日的，足保持沙土中排作层的水分和植物必需的养分，使植

物得以有活成长。已往的研究表明，对沙质土壤的改良，是以大量的有机物质投入为基础，

通过有机物质的增加米提高土壤的结构性能和持水性能，促进团粒结构的形成，达到改善

土壤物理性状，提高抗风蚀能力的日的；同时通过有机质的增加，提高土壤保蓄养分的能

力，以提高土地生产能力。

[0004] 近年来，沙化地区域的农民为了提高种植效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解决沙化

土地渗漏严重的问题，曾经采取了一些工程和化学方法，虽然有一定的节水效果，但因功能

单一个利于长期适用，木能在沙化地中广泛应用。

[0005] 因此，针对沙化地土壤瘠薄肥力差、土壤团粒结构差、保水保肥能力差等特性，结。

合水肥的高效利用，需要设计研发出一种综合平衡、保水保肥并具有长效营养的沙化土地

改良材料和方法，以有效的推进沙化低产田地改良工作。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

土地结构，解决现有技术中沙化土地由于其土地适宜性而导致难以播种和培育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包括种植田、人行道和浇灌槽，选择

选择地势平坦、植被少的沙地作为改良沙土地，将改良沙土地划分为种植田和人行道，其中

种植田和人行道的比例为1:3-1:4，将人行道设置在种植田的两侧，所述人行道包括混凝土

层、防滑层和地基，其中地基设置在改良沙土地内，地基采用红黏土和沙土混合而成，并且

地基的顶部浇灌有混凝土层，混凝土层位于地面以上，混凝土层采用混凝土和沙石搅拌而

成，同时混凝土层的上表面铺设有一层防滑层，防滑层采用防滑材料制成，例如防滑橡胶和

PVC材料，同时在人行道的左右两侧开设有浇灌槽，浇灌槽设置成梯形槽结构，其中浇灌槽

采用混凝土砌成，并且浇灌槽位于地面以上，同时浇灌槽的底部设置有矩形储水槽，矩形储

水槽同样采用混凝土砌成，并且储水槽的顶部通过阀门和浇灌槽连通在一起，同时储水槽

的侧壁上固定安装有多组导水管，导水管铺设在种植田的地底，并且导水管的侧壁上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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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组纳米导水孔。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种植田包括混合层、灌溉层、肥料层和沙土地，其

中所述混合层、灌溉层和肥料层从上至下依次覆设在沙土地的上表面，所述肥料层的厚度

为5cm，同时所述肥料层包括改良粉和改良液。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改良粉包括：腐熟的有机肥10份、磷酸一铵20份、

氯化钾10份、尿素30份、秸秆灰20份和腐泥10份，混合干燥，研磨得到改良粉。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改良液包括：复合高分子有机水溶胶20份、腐殖酸

15份、磷酸氢二铵35份、缩二脲、脲醛缓释肥20份、重钙2份、多效唑1份、敌百虫1份和水1000

份，加热至70度后进行充分搅拌混合，然后冷却至常温而成。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灌溉层采用黄土覆设而成，并且灌溉层的厚度为

10cm，同时灌溉层的内部覆设有多条导水管，通过导水管对灌溉层内部进行灌溉，并且导水

管的左侧壁上设置有气候检测器，气候检测器位于灌溉层的底部，同时气候检测器的顶部

固定安装有连接杆，连接杆的侧壁靠近导水管的侧壁进行设置，并且连接杆的顶部固定安

装有检测器显示面板，其中连接杆设置成空心柱体结构，检测器显示面板通过连接杆的内

部和气候检测器电性连接在一起，从而将气候检测器的检测数据通过检测器显示面板进行

显示，同时连接杆对导水管的位置进行指示，并且导水管的右侧壁上设置有指示杆，指示杆

的顶部从种植田的顶部伸出。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混合层包括黄土和沙土，其中黄土和沙土的体力

比为1:1.2-1:1.6，其中混合层的厚度为15cm。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浇灌槽的斜截面上固定安装有多组矩形过滤板

31。

[0014]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混凝土层的上表面开设有若干防滑条纹。

[0015]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混合层也可采用沙土和红黏土混合制成，其中

红黏土和沙土的体力比为1:1.5-1:2。

[0016] 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的改良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17] 步骤一：选择地势平坦、植被少的沙地，推沙平整，按照区域面积比合理划分种植

田和人行道；

[0018] 步骤二：在推沙平整的沙地上，向下翻新土地，翻新深度为30-40cm，将改良粉均匀

覆设在在沙土地的上表面，覆设厚度为5cm，然后将改良液均匀浇灌在改良粉的上表面，盖

上塑料薄膜或干草，控制土壤熟料的湿度不低于60％，保湿并发酵，持续18小时，去除塑料

薄膜，完成肥料层的覆设；

[0019] 步骤三：在肥料层的表面根据实际需求覆设多根导水管，并且导水管和储水槽连

通在一起，同时在导水管的左侧壁对应的肥料层内安装上气候检测器，并且在导水管的左

右两侧对应安装上连接杆和指示杆，然后在肥料层的表面盖上一层黄土，并将检测器显示

面板通过连接杆和气候检测器电性连接在一起，完成灌溉层的覆设；

[0020] 步骤四：将沙土和黄土安装安装体积比1:1.5复配成土，并且将混合而成的新土铺

设在灌溉层的顶部，覆设的厚度为15cm，完成混合层，将需要种植的作物种植在改良完成的

种植田的内部，通过浇灌槽往储水槽内部注入水分，进而通过导水管对作物的根部进行浇

灌，完成作物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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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本发明设置有浇灌槽，浇灌槽设置在人行道的左右两侧，同时浇灌槽的底部设

置有矩形储水槽，储水槽的侧壁上固定安装有多组导水管，导水管铺设在种植田的浇灌层

内，并且导水管的侧壁上开设有多组纳米导水孔，通过导水管对作物的根部进行浇灌，有效

的避免水分在沙土地表面蒸发较快的问题，更加利于作物对水分的吸收和利用。

[0023] 2、本发明的种植田包括混合层、灌溉层、肥料层和沙土地，其中混合层、灌溉层和

肥料层从上至下依次覆设在沙土地的上表面，混合层由黄土和沙土混合制成，作为作物生

长的土体环境，起到防止倒伏的作物，保证作物的正常生长，同时肥料层内设置有改良粉和

改良液，有效的提高了土壤的肥力；本发明对沙化土地的不合理结构进行整治，营造合理的

土壤颗粒和土体结构，将沙化土地变为可利用土地，通过土壤培肥、作物优配和灌溉、施肥

精准管理，实现沙化土地整治利用和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沙土地结构俯视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人行道和灌溉槽结构侧视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种植田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沙土地改良流程图。

[0028] 如图所示：1、种植田，11、混合层，12、灌溉层，13、肥料层，14、沙土地，2、人行道，

21、混凝土层，22、防滑层，23、地基，3、浇灌槽，31、过滤板，32、阀门，4、储水槽，5、导水管，6、

气候检测器，7、检测器显示面板，8、连接杆，9、指示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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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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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

置有”、“套设/接”、“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

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

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

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1] 请参阅图1～4，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包括种植

田1、人行道2和浇灌槽3，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植被少的沙地作为改良沙土地，将改良沙土地

划分为种植田1和人行道2，其中种植田1和人行道2的比例为1:3-1:4，将人行道2设置在种

植田1的两侧，便于种植人员在种植田1间进行行人，所述人行道2包括混凝土层21、防滑层

22和地基23，其中地基23设置在改良沙土地内，地基23采用红黏土和沙土混合而成，增加地

基23的称重能力和防水性能，并且地基23的顶部浇灌有混凝土层21，混凝土层21位于地面

以上，混凝土层21采用混凝土和沙石搅拌而成，混凝土层21一方面起到了加固人行道2的承

重强度，增加人行道2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混凝入层21位于地面以上，起到了将相邻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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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田1隔开的作用，便于分区种植不同的作物，避免不同的作物之间发生干扰，同时混凝

土层21的上表面铺设有一层防滑层22，防滑层22采用防滑材料制成，例如防滑橡胶和PVC材

料，并且混凝土层21的上表面开设有若干防滑条纹，通过防滑条纹配合防滑层22，大大增加

人行道2的防滑性能，同时在人行道2的左右两侧开设有浇灌槽3，浇灌槽3设置成梯形槽结

构，其中浇灌槽3采用混凝土砌成，并且浇灌槽3位于地面以上，通过浇灌槽3便于种植人员

对种植田1进行浇灌，同时浇灌槽3的底部设置有矩形储水槽4，矩形储水槽4同样采用混凝

土砌成，并且储水槽4的顶部通过阀门32和浇灌槽3连通在一起，通过阀门32将浇灌槽3内部

的水导入储水槽4内，同时储水槽4的侧壁上固定安装有多组导水管5，导水管5铺设在种植

田1的地底，并且导水管5的侧壁上开设有多组纳米导水孔，通过导水管5对作物的根部进行

浇灌，有效的避免水分在沙土地表面蒸发较快的问题，更加利于作物对水分的吸收和利用。

[0032] 参阅图3可知：所述种植田1包括混合层11、灌溉层12、肥料层13和沙土地14，其中

所述混合层11、灌溉层12和肥料层13从上至下依次覆设在沙土地14的上表面，所述肥料层

13的厚度为5cm，同时所述肥料层13包括改良粉和改良液，其中改良粉包括：腐熟的有机肥

10份、磷酸一铵20份、氯化钾10份、尿素30份、秸秆灰20份和腐泥10份，混合干燥，研磨得到

改良粉；所述改良液包括：复合高分子有机水溶胶20份、腐殖酸15份、磷酸氢二铵35份、缩二

脲、脲醛缓释肥20份、重钙2份、多效唑1份、敌百虫1份和水1000份，加热至70度后进行充分

搅拌混合，然后冷却至常温而成。

[0033] 其中，所述灌溉层12采用黄土覆设而成，提高种植田的保水保肥能力，并且灌溉层

12的厚度为10cm，同时灌溉层12的内部覆设有多条导水管5，通过导水管5对灌溉层12内部

进行灌溉，并且导水管5的左侧壁上设置有气候检测器6，气候检测器6位于灌溉层12的底

部，用于检测土壤pH、温湿度、土壤含盐量，同时气候检测器6的顶部固定安装有连接杆8，连

接杆8的侧壁靠近导水管5的侧壁进行设置，并且连接杆8的顶部固定安装有检测器显示面

板7，其中连接杆8设置成空心柱体结构，检测器显示面板7通过连接杆8的内部和气候检测

器6电性连接在一起，从而将气候检测器6的检测数据通过检测器显示面板7进行显示，同时

连接杆8对导水管5的位置进行指示，并且导水管5的右侧壁上设置有指示杆9，指示杆9的顶

部从种植田1的顶部伸出，通过指示杆9配合连接杆8对导水管5的位置进行定位，从而保证

在种植作物过程中避开导水管5进行种植。

[0034] 其中，所述混合层11包括黄土和沙土，其中黄土和沙土的体力比为1:1.2-1:1.6，

其中混合层11的厚度为15cm，混合层11作为作物生长的土体环境，起到防止倒伏的作物，保

证作物的正常生长。

[0035] 优选的，所述浇灌槽3的斜截面上固定安装有多组矩形过滤板31，过滤板31用来盛

接雨水或者人行道2上表面的积水，增加了种植田1对雨水等水资源的储备和利用，大大增

加了改良沙土地结构的水资源利用率。

[0036] 优选的，所述混合层也可采用沙土和红黏土混合制成，其中红黏土和沙土的体力

比为1:1.5-1:2，便于种植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0037] 一种便于作物灌溉的改良沙土地结构的改良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0038] 步骤一：选择地势平坦、植被少的沙地，推沙平整，按照区域面积比合理划分种植

田1和人行道2；

[0039] 步骤二：在推沙平整的沙地上，向下翻新土地，翻新深度为30-40cm，将改良粉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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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设在在沙土地14的上表面，覆设厚度为5cm，然后将改良液均匀浇灌在改良粉的上表面，

盖上塑料薄膜或干草，控制土壤熟料的湿度不低于60％，保湿并发酵，持续18小时，去除塑

料薄膜，完成肥料层13的覆设；

[0040] 步骤三：在肥料层13的表面根据实际需求覆设多根导水管5，并且导水管5和储水

槽4连通在一起，同时在导水管5的左侧壁对应的肥料层13内安装上气候检测器6，并且在导

水管5的左右两侧对应安装上连接杆8和指示杆9，然后在肥料层13的表面盖上一层黄土，并

将检测器显示面板7通过连接杆8和气候检测器6电性连接在一起，完成灌溉层12的覆设；

[0041] 步骤四：将沙土和黄土安装安装体积比1:1.5复配成土，并且将混合而成的新土铺

设在灌溉层12的顶部，覆设的厚度为15cm，完成混合层11，将需要种植的作物种植在改良完

成的种植田1的内部，通过浇灌槽3往储水槽4内部注入水分，进而通过导水管5对作物的根

部进行浇灌，完成作物的培育。

[0042]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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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且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均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

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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