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608613.8

(22)申请日 2018.12.27

(71)申请人 天津艾孚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300457 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第五

大街泰华路12号泰达中小企业发展中

心4036房间

(72)发明人 赵永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市尚文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2222

代理人 程玉红

(51)Int.Cl.

C09K 17/40(2006.01)

C05G 3/04(2006.01)

C09K 101/00(2006.01)

C09K 109/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属于土壤改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及其制备方法。将有机废弃

物发酵物、活化腐殖酸物料、化学酸性肥料、生理

酸性肥料和淀粉混合均匀，即得盐碱地土壤改良

剂。本发明土壤改良剂中的有机废弃物发酵物含

有多种有益微生物及有机质，能够改良土壤物理

结构、具有调控土壤生物区系的功能，有机废弃

物发酵物中的革兰氏阳性菌还能杀死土壤中有

害细菌和线虫、减少土传病害；本发明土壤改良

剂中的煤矸石、泥炭和褐煤作为煤炭生产的伴生

矿物，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丰富的微量元素，而

既含有作物必需的碳、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在

本发明土壤改良剂起到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生

物学性状、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的作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CN 109504396 A

2019.03.22

CN
 1
09
50
43
96
 A



1.一种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特征是：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分：

有机废弃物发酵物       50-60份；

活化腐殖酸物料         15-20份；

化学酸性肥料           10-15份；

生理酸性肥料           10-15份；

淀粉                   5-8份；

所述有机废弃物发酵物主要是指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废弃物经发酵菌发酵后的

产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菌为乳酸菌、酵母

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混合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革兰氏阳性菌为葡萄球

菌、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炭疽杆菌或白喉杆菌；

所述酵母菌为CGMCC  NO.3336和CGMCC  NO.1.8551按质量比1:1混合菌；

所述乳酸菌为CGMCC  NO.1.1乳酸菌。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菌中乳酸菌、酵母

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重量份数比为2:0.5: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化腐殖酸物料为煤矸

石、泥炭和褐煤的混合物，其中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重量份数比为2:1: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淀粉为非食用的淀粉或

食用淀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化学酸性肥料为磷酸钙

和硝酸钙的混合物，其中磷酸钙和硝酸钙的重量份数比为2-3: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理酸性肥料为硫酸铵

和硝酸磷的混合物，其中硫酸铵和硝酸磷的重量份数比为2-4:1。

9.如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有机废弃

物发酵物、活化腐殖酸物料、化学酸性肥料、生理酸性肥料和淀粉过70-100目筛后混合均

匀，即得盐碱地土壤改良剂。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废弃

物发酵物的制备方法为：将有机废弃物在60-80°C下发酵3-4天，制得有机废弃物发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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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属于土壤改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地盐碱化是造成土地生产能力下降，土地流失的主要危害之一，治理盐碱化，改

良土壤是整个农、林、牧、水业所关心的问题。新疆地区是我国盐碱地危害较严重的地区，盐

碱化耕地约133.33万公顷,近1/3耕地盐碱化,其中80％以上为土壤次生盐碱化。除伊犁河

谷、阿勒泰地区和塔城部分地区土壤盐碱化较轻之外，其他地区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盐碱化，

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部各灌区最为严重，一些耕地由于次生盐碱化加重而被迫成为弃

耕地。盐碱危害造成大量中、低产田和农民贫困，使大面积土壤资源难以利用，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下降，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0003] 盐碱地治理方式主要有修建台田、水利排灌、农艺改良(覆盖、深耕等)、植物恢复

或使用土壤改良剂等。其中土壤改良剂又分为天然改良剂(石灰石、石膏、废弃物等)、合成

改良剂(聚丙烯酰胺、聚乙二醇等)、天然-合成共聚物改良剂(腐植酸-聚丙烯酸等)、生物改

良剂(微生物、菌根等)四大类。始终土壤改良剂中以天然改良剂(特别是工、农业废弃物)为

原料研制新型多功能土壤改良剂是目前土壤改良剂研究的热点。

[0004] 为了达到治理盐碱地目的，已有不少发明人提出了一些提高土壤活性，增加土壤

有机肥力的措施，但其中的大多数办法仍然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因为大多数土壤原来是

肥沃的良田，现在变成明显贫瘠、不毛之地以后，单靠增施有机肥对农用土地价值已全部耗

竭殆尽、并已全部退化了的土地只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起到一些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这

是主要土壤团粒结构已被破坏，土壤的理化性能都已经尚失，要彻底修复改良盐碱地必需

重建土壤的团粒结构。

[0005] 因此，采用传统单一的治理方式，只会费时费力、见效极慢，甚至有可能加剧盐碱

地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如何将治理与提高土壤肥力手段综合起来对盐碱地进行处理是

目前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及其制备方

法。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盐碱土壤改良剂，该改良剂作用于盐碱地土壤后，不仅能显著降低土

壤酸碱度、全盐量及容重，从而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而且能大幅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从

而提高土壤肥力，调节作物生长，最终通过改良土壤的理化性质，减少了投入，提高了作物

产量与品质。而且采用有机废弃物发酵物，有效利用回收资源保护生态自然植被，环保安

全，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盐碱地土壤改良剂按重量份计，包括以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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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所述有机废弃物发酵物主要是指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废弃物经发酵菌发酵

后的产物。

[0011] 作为有选的技术方案：

[0012] 优选的，所述发酵菌为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混合菌。

[0013] 优选的，所述革兰氏阳性菌为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炭疽杆菌或白喉杆

菌；

[0014] 所述酵母菌为CGMCC  NO.3336和CGMCC  NO.1.8551按质量比1:1混合菌；

[0015] 所述乳酸菌为CGMCC  NO.1.1乳酸菌。

[0016] 优选的，所述发酵菌中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重量份数比为2:0.5:1。该

复合菌群的配合，构建了一个最佳的微生物群落，使得其与其他组分共同构建和谐有序的

生态环境，更好的融入原有的土壤环境中，从而使得该改良剂可持续使用下去。

[0017] 优选的，所述活化腐殖酸物料为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混合物，其中煤矸石、泥炭

和褐煤的重量份数比为2:1:3。

[0018] 优选的，所述淀粉为非食用的淀粉或食用淀粉。

[0019] 优选的，所述化学酸性肥料为磷酸钙和硝酸钙的混合物，其中磷酸钙和硝酸钙的

重量份数比为2-3:1。

[0020] 优选的，所述生理酸性肥料为硫酸铵和硝酸磷的混合物，其中硫酸铵和硝酸磷的

重量份数比为2-4:1。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盐碱地土壤改良剂的制备方法，将有机废弃物发酵物、活化

腐殖酸物料、化学酸性肥料、生理酸性肥料和淀粉过70-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即得盐碱地土

壤改良剂。

[0022] 优选的，所述有机废弃物发酵物的制备方法为：将有机废弃物在60-80℃下发酵3-

4天，制得有机废弃物发酵物。

[0023] 本发明的原理为：

[0024] 本发明土壤改良剂中的有机废弃物发酵物含有多种有益微生物及有机质，能加速

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及土壤养分的再生和有效化，能够改良土壤物理结构、具有调控土壤

生物区系的功能，同时能够抑制返盐等，有机废弃物发酵物中的革兰氏阳性菌还能杀死土

壤中有害细菌和线虫、减少土传病害、修复土壤环境、恢复土壤环境，特别能有效遏制现在

的土壤环境恶化造成的一系列恶性循环，使用方便。本发明土壤改良剂中的煤矸石、泥炭和

褐煤作为煤炭生产的伴生矿物，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丰富的微量元素，而既含有作物必需

的碳、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在本发明土壤改良剂中起到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和生物学性状、

提高土壤肥力、增加作物产量的作用。淀粉、化学酸性肥料、生理酸性肥料这些成分中含有

丰富的植物生长所必须的磷养分，能够活化土壤，释放被土壤固定的氮、磷、钾及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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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成为离子态被作物吸收利用；促进植物的生长。因此，利用本发明土壤改良剂中利用机

废弃物发酵物、活化腐殖酸物料、化学酸性肥料、生理酸性肥料和淀粉制备土壤改良剂，不

仅可以变废为宝，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还可以带来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0025] 本发明盐碱地土壤改良剂中的原料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支持协同，使得盐碱地土

壤的ESP值降低至10％以下，pH值可以降低到8.0以下，并且增加了N、P、K等有效养分和代换

性K、Ca、Mg的效果；有机质含量大于35％、全氮的含量大于0.5％。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7] 本发明优点为结合了化学改良和生物改良技术，多组组分间按最优的比例有效结

合，减少了土地盐碱化，增强土壤肥力、促进作物生长、保持土壤生态平衡，同时，多种微生

物群改善根系微生态环境，其代谢产物能够减低氮肥的使用量，与化学改良剂有较好的协

同效果，相互促进，消除土壤板结块，较全面的改善盐碱土壤的质量，为种子发芽提供适宜

的环境，为绿色食品的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植物的发芽率和成长环境都得到明显提高，具

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值得一提的是，所采用原料大部分为工农业废

弃物，改善土壤的同时，有利于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0028] 本发明制备的土壤修复剂能够调节土壤酸碱度，所有成分均能被土壤接受；兼具

施肥增肥、缓释固氮、保水保土、调节酸碱、抑菌防病功能、价格低廉、制备工艺简单、制造成

本低。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

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

定的范围。

[0030] 实施例1-3

[0031] 本发明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的制备方法：将有机废弃物发酵物、活化腐殖酸物料、

化学酸性肥料、生理酸性肥料和淀粉过70目筛后混合均匀，即得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中，

有机废弃物发酵物主要是指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废弃物经发酵菌发酵后的产物。活化

腐殖酸物料为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混合物，其中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重量份数比为2:1:

3。淀粉为非食用的淀粉。化学酸性肥料为磷酸钙和硝酸钙的混合物，其中磷酸钙和硝酸钙

的重量份数比为2:1。生理酸性肥料为硫酸铵和硝酸磷的混合物，其中硫酸铵和硝酸磷的重

量份数比为4:1。

[0032] 有机废弃物发酵物的制备方法为：将有机废弃物在60℃下采用发酵菌发酵3天，制

得有机废弃物发酵物。其中，采用的发酵菌为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混合菌。革

兰氏阳性菌为葡萄球菌，酵母菌为CGMCC  NO.3336和CGMCC  NO.1.8551按质量比1:1混合菌；

乳酸菌为CGMCC  NO.1.1乳酸菌，发酵菌中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重量份数比为2:

0.5:1。

[0033] 表1为实施例1-3中各土壤改良剂的组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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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0035] 实施例4-6

[0036] 本发明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的制备方法：将有机废弃物发酵物、活化腐殖酸物料、

化学酸性肥料、生理酸性肥料和淀粉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即得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中，

有机废弃物发酵物主要是指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废弃物经发酵菌发酵后的产物。活化

腐殖酸物料为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混合物，其中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重量份数比为2:1:

3。淀粉为非食用的淀粉。化学酸性肥料为磷酸钙和硝酸钙的混合物，其中磷酸钙和硝酸钙

的重量份数比为:1。生理酸性肥料为硫酸铵和硝酸磷的混合物，其中硫酸铵和硝酸磷的重

量份数比为4:1。

[0037] 有机废弃物发酵物的制备方法为：将有机废弃物在80℃下采用发酵菌发酵4天，制

得有机废弃物发酵物。其中，采用的发酵菌为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混合菌。革

兰氏阳性菌为链球菌，酵母菌为CGMCC  NO.3336和CGMCC  NO.1.8551按质量比1:1混合菌；乳

酸菌为CGMCC  NO .1 .1乳酸菌，发酵菌中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重量份数比为2:

0.5:1。

[0038] 表2为实施例4-6中各土壤改良剂的组分配比

[0039]

[0040] 实施例7-9

[0041] 本发明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的制备方法：将有机废弃物发酵物、活化腐殖酸物料、

化学酸性肥料、生理酸性肥料和淀粉过70-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即得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

中，有机废弃物发酵物主要是指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废弃物经发酵菌发酵后的产物。

活化腐殖酸物料为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混合物，其中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重量份数比为

2:1:3。淀粉为食用的淀粉。化学酸性肥料为磷酸钙和硝酸钙的混合物，其中磷酸钙和硝酸

钙的重量份数比为2:1。生理酸性肥料为硫酸铵和硝酸磷的混合物，其中硫酸铵和硝酸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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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份数比为3:1。

[0042] 有机废弃物发酵物的制备方法为：将有机废弃物在70℃下采用发酵菌发酵4天，制

得有机废弃物发酵物。其中，采用的发酵菌为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混合菌。革

兰氏阳性菌为炭疽杆菌，酵母菌为CGMCC  NO.3336和CGMCC  NO.1.8551按质量比1:1混合菌；

乳酸菌为CGMCC  NO.1.1乳酸菌，发酵菌中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重量份数比为2:

0.5:1。

[0043] 表3为实施例7-9中各土壤改良剂的组分配比

[0044]

[0045]

[0046] 实施例10-12

[0047] 本发明的盐碱地土壤改良剂的制备方法：将有机废弃物发酵物、活化腐殖酸物料、

化学酸性肥料、生理酸性肥料和淀粉过70-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即得盐碱地土壤改良剂。其

中，有机废弃物发酵物主要是指城市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废弃物经发酵菌发酵后的产物。

活化腐殖酸物料为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混合物，其中煤矸石、泥炭和褐煤的重量份数比为

2:1:3。淀粉为食用的淀粉。化学酸性肥料为磷酸钙和硝酸钙的混合物，其中磷酸钙和硝酸

钙的重量份数比为2:1。生理酸性肥料为硫酸铵和硝酸磷的混合物，其中硫酸铵和硝酸磷的

重量份数比为3:1。

[0048] 有机废弃物发酵物的制备方法为：将有机废弃物在70℃下采用发酵菌发酵4天，制

得有机废弃物发酵物。其中，采用的发酵菌为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混合菌。革

兰氏阳性菌为肺炎双球菌，酵母菌为CGMCC  NO.3336和CGMCC  NO.1.8551按质量比1:1混合

菌；乳酸菌为CGMCC  NO.1.1乳酸菌，发酵菌中乳酸菌、酵母菌和革兰氏阳性菌重量份数比为

2:0.5:1。

[0049] 表4为实施例10-12中各土壤改良剂的组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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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于天津一农场总场选取一均匀地块进行、土壤改良剂效果试验研究。试验小区采

用随机区组排列。小区设置为8m×4m，面积为32m2。将土壤改良剂撒到盐碱地的表面，然后

将撒过土壤改良剂的盐碱地依序采用五铧犁犁地和旋耕犁旋耕后得到地表混合土层，其

中：土壤改良剂的用量为每亩盐碱地施用800千克的土壤改良剂，五铧犁的犁地深度为35厘

米至60厘米，旋耕犁的旋耕深度为30厘米至50厘米。按照试验方案对不同小区进行土壤改

良剂处理，本发明土壤改良剂为固体颗粒，撒施后翻地。分别于试验布置后第第20天取土

样，测试土壤有机质、pH值、容重、全盐量，验证土壤改良剂效果。结果如下表5所示。

[0052] 表5为实施例1-12中各土壤改良剂的实验效果测试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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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从表5中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土壤改良剂可有效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增加

土壤肥力；降低土壤PH值，减小土壤碱度；减小土壤的容重，增加土壤的通气透水效果；降低

土壤的全盐量，提高盐碱危害。因此，本发明提供的盐碱土壤改良剂，该改良剂作用于盐碱

地土壤后，不仅能显著降低土壤酸碱度、全盐量及容重，从而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而且

能大幅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从而提高土壤肥力，调节作物生长，最终通过改良土壤的理化

性质，减少了投入，提高了作物产量与品质。而且采用有机废弃物发酵物，有效利用回收资

源保护生态自然植被，环保安全，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的问题。

[0055] 采用实施例7制备的土壤改良剂改良后的土壤进行玉米种植，发现显著提高玉米

的株高、有效穗数、穗长、千粒重及产量，且除株高以外，差异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施用改

良剂提高有效穗数60.1％，增加穗长16.3％，千粒重增加31.2％，增产达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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