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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所述的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

坡绿化方法，该方法首先对荒坡微地形以分类盐

生草带间作方法进行全坡面绿化，实现绿化、培

肥土壤、脱盐、提供牧草的功能；通过导水槽和排

水带，将荒坡径流水、盐份汇集于排水带，然后种

植嗜盐盐生草带并刈割，实现生物排水和生物排

盐；通过反坡垄沟，避免坡面径流，为荒坡面的洗

盐提供条件；通过60cm的砾石层阻断毛细效应，

从而减少排水带土壤表面的盐份上升；该方法集

成了盐碱土壤的物理改良、生物改良并结合了垄

沟耕作和节水滴灌技术措施，便于维护、施工简

便、成本低，实现了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的稳

定和可持续，为干旱区盐土荒坡绿化建设提供实

践经验和技术参考。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8391563 B

2019.10.15

CN
 1
08
39
15
63
 B



1.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下列步骤进行：

荒坡整理：

a、选择坡度5-25°的含盐2-2.5%重盐土荒坡，采取削高补低的局部整地方式，用小型推

土机对坡顶（1）地表整理，凸起的削平，凹坑进行填土和修整，坡顶（1）保持  0.3% 的反坡；

再进行坡面（2）整理，清理边坡，将凹陷处填平，使坡面（2）平整；

b、开种植沟：由坡面（2）自上而下用开沟机沿等高线开水平种植沟（3），沟土培垄，内低

外高形成反坡垄沟，外垄比内垄高10-15cm，垄宽40-50cm，深20-30cm，种植沟（3）间距40-

50cm；

c、建造导水槽：在坡顶（1）中心沿山脊方向用水泥砌导水槽，宽30-40cm，深20-30cm，槽

底设置凸石；坡面（2）第一导水槽（4）垂直等高线间隔50m布设，与坡顶（1）第二导水槽（5）相

连通，以引导坡面径流；种植沟（3）与第一导水槽（4）相接处用粒径1cm和4cm砾石按照体积

比2:1混匀封堵，出苗前用土封死以防种子随水漂移，幼苗两叶一心时将土打开，开启第一

导水槽（4）和第二导水槽（5）；

d、坡底构建排水带：建造生态透水、生物排盐排水带（7），将坡底（6）公路路沿石内3-6m

宽，1m深，长300-500m的土体用挖掘机和运沙车移走，然后由下而上依次填埋30cm厚、粒径

4cm的砾石（8），30cm厚、粒径2cm的砾石（8），覆透水土工布或毛毡（9），40cm厚、原土与炉渣

3:1混合的炉渣土（10），最后土壤表面撒施牛粪旋耕入土，每亩施2000kg；

e、步骤c建造的第一导水槽（4）和第二导水槽（5）将平台、坡面（2）汇水导入步骤d构建

的排水带（7）中；

滴灌系统布置：

f、沿坡脊布置φ100  PE输水管（11），埋深1m，间隔100m安装φ63  PE出水桩（12），双向

安装φ63PE  球阀（13）；φ63  PE支管（14）连接出水桩（12），垂直于等高线布置，单向长50m；

连接于支管（14）的滴灌带（15）铺设于坡面（2）和坡底（6）的种植沟（3）内；坡顶（1）采用播种

机同时完成铺设滴灌带（15）和覆膜作业，地膜宽60cm，膜面40cm，膜上每隔2-3  m压土防风，

一膜一带，滴灌带（15）与支管（14）相连，间距60-80cm；

盐生草带种植：

g、坡顶种植：将芨芨草、草木樨的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照种

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穴播在坡顶（1）的滴灌带（15）两侧，每穴种子6-10粒，穴距6-

10cm，形成30-40cm的播种带，一个膜一种植物，按照芨芨草、草木樨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h、坡面种植：采用等高水平沟种植，将苦豆子、大叶补血草的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

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分别撒播在坡面（2）的种植沟（3）内

滴灌带（15）两侧，幅宽30-40cm，一行一种植物，按照苦豆子、大叶补血草顺序带状间作种

植；

i、坡底种植：将盐地碱蓬、盐角草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照种

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撒播在坡底（6）的种植沟（3）内滴灌带（15）两侧，形成30-40cm

的播种带，一行一种植物，按照盐地碱蓬、盐角草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灌溉：

j、滴灌带（15）布好后充水达到不被风吹起，播种后随即灌水，坡顶（1）以膜下土壤全部

湿透且浸润至膜外部边沿土壤为准，坡面（2）和坡底（6）垄沟滴灌水以湿润峰到垄高2/3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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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苗期每隔2天灌水1次，苗期后以土壤湿度为15%时进行补水，每次灌水量控制在

120m3/hm2-150m3/hm2；

收割：

9月前后植物花果期，将盐地碱蓬、盐角草留茬20-30cm刈割带走，与草木樨、芨芨草、苦

豆子混合做青储饲料，起到生物移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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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方法，属于植被恢复及水土保持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干旱区由于历史遗留和气候干旱，土壤大多含有盐分，存在残余盐土和现代积盐

盐土。穿越于荒漠的公路随着地形起伏，常常在地势较低的荒坡积盐严重，原因有3个方面：

①历史成土原因残留的盐分，由于降水稀少，残余盐不能迁移；②盐尘随风沉积于地势较低

的地方；③现代人为影响，为了改善生态环境、防风固沙，人们不懈进行绿化工程，绿化灌溉

的水分沿着地势携带盐份汇集于地势低洼的地方，同时也把这些路段地下水位抬升，更加

剧了现代积盐过程。盐渍土含盐较高，土壤溶液水势低，使得植物根系难以吸水，造成常规

植物的“生理干旱”，当土壤含盐量超过0.3％时，大多数园林植物不能成活和生长，导致绿

化工程年年失败。因此，盐土绿化，提高成活率是重中之重。

[0003] 盐土荒坡绿化必须首先解决土壤盐分过高问题。传统的“大水压盐”效果快但成本

大、耗水多，存在反复、不可持续，而且容易引发荒坡水土流失。分析绿化失败原因和“适地

适树”原则，为实现重盐土荒坡绿化的稳定、可持续，从2016年开始，我们筛选了适于绿化的

盐生植物种类，结合盐碱土物理改良、生物改良、节水滴灌及农艺措施，提出了重盐土荒坡

绿化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对荒坡微

地形分类整理，选择适合不同土类的盐生草带，采用间作方法进行全坡面绿化，实现绿化、

培肥土壤、脱盐、提供牧草的功能；结合工程措施和生物技术构建荒坡水盐运移通道：通过

导水槽和排水带，将荒坡径流水、盐分汇集于排水带，结合嗜盐盐生植物草带的种植和刈

割，实现生物排水和生物排盐；滴灌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荒坡径流，持续、少量、高频提供淡水

保证植物在重盐碱土上的生长。本方法集成了盐碱土壤的物理改良、生物改良并结合了垄

沟耕作和节水滴灌技术措施，便于维护、施工简便、成本低，实现了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

的稳定和可持续，为干旱区盐土荒坡绿化建设提供实践经验和技术参考。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方法，按下列步骤进行：

[0006] 荒坡整理：

[0007] a、选择坡度5-25°的含盐2-2.5％重盐土荒坡，采取削高补低的局部整地方式，用

小型推土机对坡顶(1)地表整理，凸起的削平，凹坑进行填土和修整，坡顶(1)保持0.3％的

反坡；再进行坡面(2)整理，清理边坡，将凹陷处填平，使坡面(2)平整；

[0008] b、开种植沟：由坡面(2)自上而下用开沟机沿等高线开水平种植沟(3)，沟土培垄，

内低外高形成反坡垄沟，外垄比内垄高10-15cm，垄宽40-50cm，深20-30cm，种植沟(3) 间距

4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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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c、建造导水槽：在坡顶(1)中心沿山脊方向用水泥砌导水槽，宽30-40cm，深20-

30cm，槽底设置凸石；坡面(2)第一导水槽(4)垂直等高线间隔50m布设，与坡顶(1)第二导水

槽(5)相连通，以引导坡面径流；种植沟(3)与第一导水槽(4)相接处用粒径1cm和4cm  砾石

按照体积比2:1混匀封堵，出苗前用土封死以防种子随水漂移，幼苗两叶一心时将土打开，

开启第一导水槽(4)和第二导水槽(5)；

[0010] d、坡底构建排水带：建造生态透水、生物排盐排水带(7)，将坡底(6)公路路沿石内 

3-6m宽，1m深，长300-500m的土体用挖掘机和运沙车移走，然后由下而上依次填埋30cm厚、

粒径4cm的砾石(8)，30cm厚、粒径2cm的砾石(8)，覆透水土工布或毛毡(9)，40cm厚、原土与

炉渣3:1混合的炉渣土(10)，最后土壤表面撒施牛粪旋耕入土，每亩施2000kg；

[0011] e、步骤c建造的第一导水槽(4)和第二导水槽(5)将平台、坡面(2)汇水导入步骤  d

构建的排水带(7)中；

[0012] 滴灌系统布置：

[0013] f、沿坡脊布置φ100PE输水管(11)，埋深1m，间隔100m安装φ63PE出水桩(12)，双

向安装φ63PE球阀(13)；φ63PE支管(14)连接出水桩(12)，垂直于等高线布置，单向长50m；

连接于支管(14)的滴灌带(15)铺设于坡面(2)和坡底(6)的种植沟(3)内；坡顶(1)采用播种

机同时完成铺设滴灌带(15)和覆膜作业，地膜宽60cm，膜面40cm，膜上每隔2-3m压土防风，

一膜一带，滴灌带(15)与支管(14)相连，间距60-80cm；

[0014] 盐生草带种植：

[0015] g、坡顶种植：将芨芨草、草木樨的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

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穴播在坡顶(1)的滴灌带(15)两侧，每穴种子6-10粒，穴距

6-10cm，形成30-40cm的播种带，一个膜一种植物，按照芨芨草、草木樨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0016] h、坡面种植：采用等高水平沟种植，将苦豆子、大叶补血草的种子分别去杂过筛，

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分别撒播在坡面(2)的种植沟

(3) 内滴灌带(15)两侧，幅宽30-40cm，一行一种植物，按照苦豆子、大叶补血草顺序带状间

作种植；

[0017] i、坡底种植：将盐地碱蓬+盐角草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

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撒播在坡底(6)的种植沟(3)内滴灌带(15)两侧，形成  30-

40cm的播种带，一行一种植物，按照盐地碱蓬+盐角草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0018] 灌溉：

[0019] j、滴灌带(15)布好后充水达到不被风吹起，播种后随即灌水，坡顶(1)以膜下土壤

全部湿透且浸润至膜外部边沿土壤为准，坡面(2)和坡底(6)垄沟滴灌水以湿润峰到垄高 

2/3为度；出苗期每隔2天灌水1次，苗期后以土壤湿度为15％时进行补水，每次灌水量控制

在120m3/hm2-150m3/hm2；

[0020] 收割：

[0021] 9月前后植物花果期，将盐地碱蓬、盐角草留茬20-30cm刈割带走，与草木樨、芨芨

草、苦豆子混合做青储饲料，起到生物移盐功能。

[0022]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方法，该方法的特点为：

[0023] 土壤盐碱重、瘠薄、干旱、水土流失是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的主要特点。通过“反坡垄

沟”，避免坡面径流，为坡面的洗盐提供条件；通过60cm的砾石层阻断毛细效应，减少排水带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8391563 B

5



土表的盐份上升；坡顶、坡面及坡底设置排水通道，使荒坡径流水、盐沿导水槽汇入坡底排

水带，排水带种植湿生嗜盐盐生植物草带，实现生物排水、排盐；坡顶的膜下滴灌，节水、抑

盐，为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发育环境；盐生草带间作，豆科与禾本科互惠互利，同时发挥

边际效应，从而达到提高生物量、深浅根系的锚固加筋作用减少水土流失、培肥土壤、以及

抑制土壤盐分上升，使土壤脱盐，同时提供牧草，对干旱区盐土荒坡发展畜牧业具有重要意

义；种植以播种为主，盐生草本抗逆能力强，再加上滴灌技术，因此可以反季节绿化，新疆可

以从3月下旬直到9月上旬都可以进行绿化。本方法集成了盐碱土壤的物理改良、生物改良

并结合了垄沟耕作和节水滴灌技术，便于维护、施工简便、成本低，实现了干旱区重盐土荒

坡绿化的稳定和可持续，为干旱区盐土荒坡绿化建设提供实践经验和技术参考。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实施例1

[0026] 2016年4月中旬，在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盐土荒坡公路段进行了

300m长的试验示范：

[0027] a、选择重盐土荒坡坡度5-25°，土壤含盐量2％、贫瘠的立地条件，在原有地形基础

上，采取削高补低的局部整地方式，用小型推土机对坡顶1地表整理，凸起的削平，凹坑进行

填土和修整，坡顶1保持0.3％的反坡；再进行坡面2整理，清理边坡，将凹陷处填平，使坡面2

平整；

[0028] b、开种植沟：由坡面2自上而下用开沟机沿等高线开水平种植沟3，沟土培垄，内低

外高形成反坡垄沟，外垄比内垄高10cm，垄宽40cm，深20cm，种植沟3间距40cm；

[0029] c、建造导水槽：在坡顶1中心沿山脊方向用水泥砌导水槽，宽30-40cm，深20-30cm，

槽底设置凸石；坡面2第一导水槽4垂直等高线间隔50m布设，与坡顶1第二导水槽5相连通，

以引导坡面径流；种植沟3与第一导水槽4相接处用粒径1cm和4cm砾石按照体积比2:1  混匀

封堵，出苗前用土封死以防种子随水漂移，幼苗两叶一心时将土打开，开启第一导水槽  4和

第二导水槽5；

[0030] d、坡底构建排水带：建造生态透水、生物排盐排水带7，将坡底6公路路沿石内3m

宽，  1m深，长300m的土体用挖掘机和运沙车移走，然后由下而上依次填埋30cm厚、粒径4cm

的砾石8，30cm厚、粒径2cm的砾石，覆透水土工布9，40cm厚、原土与炉渣3:1混合的炉渣土

10，最后土壤表面撒施牛粪旋耕入土，每亩施2000kg；

[0031] e、步骤c建造的第一导水槽4和第二导水槽5将平台、坡面2汇水导入步骤d构建的

排水带7中；

[0032] 滴灌系统布置：

[0033] f、沿坡脊布置φ100PE输水管11，埋深1m，间隔100m安装φ63PE出水桩12，双向安

装φ63PE球阀13；φ63PE支管14与出水桩12连接，垂直于等高线布置，单向长50m；连接于支

管14的滴灌带15铺设于坡面2和坡底6的种植沟3内；坡顶1采用播种机同时完成铺设滴灌带

15和覆膜作业，地膜宽60cm，膜面40cm，膜上每隔2m压土防风，一膜一带，滴灌带15与支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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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间距60cm；

[0034] 盐生草带种植：

[0035] g、坡顶种植：将芨芨草、草木樨的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

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穴播在坡顶1的滴灌带15两侧，每穴种子6粒，穴距6cm，形

成30cm的播种带，一个膜一种植物，按照芨芨草、草木樨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0036] h、坡面种植：采用等高水平沟种植，将苦豆子、大叶补血草的种子分别去杂过筛，

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分别撒播在坡面2的种植沟3内

滴灌带15两侧，幅宽30cm，一行一种植物，按照苦豆子、大叶补血草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0037] i、坡底种植：将盐地碱蓬+盐角草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

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撒播在坡底6的种植沟3内滴灌带15两侧，形成30cm的播种

带，一行一种植物，按照盐地碱蓬+盐角草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0038] 灌溉：

[0039] j、滴灌带15布好后充水达到不被风吹起，播种后随即灌水，坡顶1以膜下土壤全部

湿透且浸润至膜外部边沿土壤为准，坡面2和坡底6垄沟滴灌水以湿润峰到垄高2/3为度；出

苗期每隔2天灌水1次，苗期后以土壤湿度为15％时进行补水，每次灌水量控制在120m3/hm2；

[0040] 收割：

[0041] 9月前后植物花果期，将盐地碱蓬、盐角草留茬20-30cm刈割带走，与草木樨、芨芨

草、苦豆子混合做青储饲料，起到生物移盐功能。

[0042] 实施例2

[0043] 2017年5月，在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路段进

行了重盐土荒坡绿化500m长试验段：

[0044] 荒坡整理：

[0045] a、选择重盐土荒坡坡度5-25°，土壤含盐量2.5％、贫瘠、水土流失重的立地条件，

在原有地形基础上，采取削高补低的局部整地方式，用小型推土机对坡顶1地表整理，凸起

的削平，凹坑进行填土和修整，坡顶1保持0.3％的反坡；再进行坡面2整理，清理边坡，将凹

陷处填平，使坡面2平整；

[0046] b、开种植沟：由坡面2自上而下用开沟机沿等高线开水平种植沟3，沟土培垄，内低

外高形成反坡垄沟，外垄比内垄高15cm，垄宽50cm，深30cm，种植沟3间距50cm；

[0047] c、建造导水槽：在坡顶1中心沿山脊方向用水泥砌导水槽，宽40cm，深30cm，槽底设

置凸石；坡面2第一导水槽4垂直等高线间隔50m布设，与坡顶1第二导水槽5相连通，以引导

坡面径流；种植沟3与第一导水槽4相接处用粒径1cm和4cm砾石按照体积比2:1混匀封堵，出

苗前用土封死以防种子随水漂移，幼苗两叶一心时将土打开，开启第一导水槽4和第二导水

槽5；

[0048] d、坡底构建排水带：建造生态透水、生物排盐排水带7，将坡底6公路路沿石内6m

宽，  1m深，长500m的土体用挖掘机和运沙车移走，然后由下而上依次填埋30cm厚、粒径4cm

的砾石8，30cm厚、粒径2cm的砾石8，毛毡9，40cm厚、原土与炉渣3:1混合的炉渣土10，最后土

壤表面撒施牛粪旋耕入土，每亩施2000kg；

[0049] e、步骤c建造的第一导水槽4和第二导水槽5将平台、坡面2汇水导入步骤d构建的

排水带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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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滴灌系统布置：

[0051] f、沿坡脊布置φ100PE输水管11，埋深1m，间隔100m安装φ63PE出水桩12，双向安

装φ63PE球阀13；φ63PE支管14与出水桩12连接，垂直于等高线布置，单向长50m；连接于支

管14的滴灌带15铺设于坡面2和坡底6的种植沟3内；坡顶1采用播种机同时完成铺设滴灌带

15和覆膜作业，地膜宽60cm，膜面40cm，膜上每隔3m压土防风，一膜一带，滴灌带15与支管14

相连，间距80cm；

[0052] 盐生草带种植：

[0053] g、坡顶种植：将芨芨草、草木樨的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

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穴播在坡顶1的滴灌带15两侧，每穴种子10粒，穴距10cm，

形成40cm的播种带，一个膜一种植物，按照芨芨草、草木樨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0054] h、坡面种植：采用等高水平沟种植，将苦豆子、大叶补血草的种子分别去杂过筛，

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分别撒播在坡面2的种植沟3内

滴灌带15两侧，幅宽40cm，一行一种植物，按照苦豆子、大叶补血草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0055] i、坡底种植：将盐地碱蓬+盐角草种子，分别去杂过筛，再将腐熟牛粪粉碎过筛，按

照种子与牛粪体积比1:3拌匀后，撒播在坡底6的种植沟3内滴灌带15两侧，形成40cm的播种

带，一行一种植物，按照盐地碱蓬+盐角草顺序带状间作种植；

[0056] 灌溉：

[0057] j、滴灌带15布好后充水达到不被风吹起，播种后随即灌水，坡顶1以膜下土壤全部

湿透且浸润至膜外部边沿土壤为准，坡面2和坡底6垄沟滴灌水以湿润峰到垄高2/3为度；出

苗期每隔2天灌水1次，苗期后以土壤湿度为15％时进行补水，每次灌水量控制在150m3/hm2；

[0058] 收割：

[0059] 9月前后植物花果期，将盐地碱蓬、盐角草留茬20-30cm刈割带走，与草木樨、芨芨

草、苦豆子混合做青储饲料，起到生物移盐功能。

[0060]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干旱区重盐土荒坡绿化方法，该方法在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

术开发区公路段进行的重盐土荒坡绿化试验表明：盐生草本成活率达到75-95％，覆盖率达

到70-90％，地表土盐分比改造前下降了20-50％；间作的边际效应使生物量提高10-20％，

多年生盐生草本种植第2年后，每年可进行2次留茬刈割。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为当地养殖提

供饲草，是一种可增收的生态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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