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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

土壤的改良方法，将中分带沿公路前后方向均分

成若干相同的土壤改良单元，每个土壤改良单元

的改良过程包括设置排盐池、埋设渗管及排水

管、引流设置及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是在土壤表

面依次铺设土壤改良层、有机基质层及摩奇覆盖

层。本发明利用土壤改良层转化盐类融雪剂对土

壤的侵害作用，有机基质层有利于土壤的更新，

增加土壤活性和肥力，同时增加植物层次，提高

中分带景观的景观效果；摩奇覆盖层的铺设，不

仅能变废为宝，实现经济及生态效益，实现生态

绿色环保；渗管的铺设有利于排盐、隔盐，防止二

次盐碱化；本发明施工简单，操作方便，可循环施

用，适宜在高速公路沿线大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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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将中分带沿公路前后方

向均分成若干相同的土壤改良单元，每个土壤改良单元的改良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1）排盐池的设置：在土壤改良单元的中部挖设排盐池；

（2）埋设渗管及排水管：在排盐池的前、后两侧均设置2个进水口，且2个进水口分别位

于中分带土壤的左、右两侧；在进水口内安装滤网，滤网下方埋设竖直的渗管，渗管的下端

连接排水管组，并通过排水管组与排盐池相连通，使渗管内的水通过排水管组流入排盐池

内；

（3）引流设置：在每个进水口的前、后两侧均铺设上端敞口且倾斜的半圆管，所述半圆

管沿公路前后方向延伸并将进水口前、后两侧的水引流入进水口；

（4）土壤改良：在左、右2个进水口之间土壤表面铺设改良覆盖层，所述改良覆盖层从下

至上依次包括土壤改良层、有机基质层及摩奇覆盖层；在改良覆盖层的左、右两侧设置弧面

挡板，弧面挡板的上端与改良覆盖层的上表面相平齐，弧面挡板的下端与进水口及半圆管

的内侧相靠接；

土壤改良层由下述重量份数的原料混匀而成：改良剂5~8份、缓蚀剂2~3份、保水剂4~5

份、尿素1.5~2.5份、钠离子吸附剂2.5~3.5份、有机肥1~3份；

有机基质层由下述重量份数的原料混匀而成：堆肥5~9份、泥炭1~5份；

所述改良剂由竹醋液及麦饭石粉组成，竹醋液与麦饭石粉的重量比为1：0.75~1，所述

缓蚀剂为葡萄糖酸液，所述保水剂为聚丙烯酰胺保水剂，所述钠离子吸附剂为阳离子型聚

丙烯酰胺，所述有机肥为生物有机肥和/或堆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

壤改良单元的长度为80~120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中所述进水口的轴向中心线与排盐池之间的间距为18~30米，所述渗管的上端比中分带

土壤表面低10~15厘米，渗管与公路路牙之间的间距为8~13厘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4）中所述土壤改良层的厚度为5~10毫米。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竹醋液

的pH值为2~3.2，密度为0.9~1.5g/mL，竹醋液内有机酸含量为7~11%，酚类化合物含量为6~
8%；葡萄糖酸液的质量分数为45%~5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4）中所述有机基质层的厚度为20~30毫米，有机基质层中均匀播撒草本植物的种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4）中所述堆肥由园林废弃物经堆制、碳化而得，所述园林废弃物为腐叶、木屑、树叶、树皮、

泥炭及有机垃圾中的三种以上。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草

本植物为黑麦草、高羊茅、石竹、红花酢浆草、白三叶、波斯菊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4）中所述摩奇覆盖层的厚度为10~15毫米。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所述的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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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所述排盐池的池壁高于改良覆盖层的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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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壤改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融雪剂以盐类为主，不论国外还是国内，融雪剂基本上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以醋酸

钾为主要成分的有机融雪剂，成本较高，1吨要1万多元，一般只会用在机场等地方；另一种

是无机融雪剂，大部分为氯盐类，包括氯化钠、氯化钙等，价格相对便宜，仅相当于有机类融

雪剂的1/10。

[0003] 目前我国道路除雪主要使用的是无机融雪剂，大量使用这类融雪剂，会造成“盐

害”。含盐雪水进入水体，会对河流以及地下水造成污染，同时对水生生物栖息地都有一定

的危害；氯化物蓄积在土壤中，则会使土壤盐碱化。随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增加，冬季降

雪量增加，通常采用融雪剂消融冰雪，然后将其就近铲至中分带的土壤上。融雪剂的过多使

用，致使大量含有融雪剂的雪水进入高速公路隔离带及两旁的土壤中，致使土壤出现不同

程度的硬化、板结现象，有的土壤表面甚至可见白色盐霜，渗透胁迫及离子毒害导致地上植

物长势较差，大多数已干枯、死亡。盐在土壤中降解需15年时间，因此，即使想重新补植树

木，也必须全部换土。除此之外，氯盐渗透到混凝土中，还会腐蚀钢筋，从而使钢筋开裂、脱

落，导致结构承载力下降或丧失。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针对融雪剂

盐害危害，通过埋设渗透管、施用改良剂及铺设有机层的方法来降低土壤盐碱化、提高土壤

肥力。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将中分带沿公路前后方向均分成若

干相同的土壤改良单元，每个土壤改良单元的改良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排盐池的设置：在土壤改良单元的中部挖设排盐池；

[0008] （2）埋设渗管及排水管：在排盐池的前、后两侧均设置2个进水口，且2个进水口分

别位于中分带土壤的左、右两侧；在进水口内安装滤网，滤网下方埋设竖直的渗管，渗管的

下端连接排水管组，并通过排水管组与排盐池相连通，使渗管内的水通过排水管组流入排

盐池内；

[0009] （3）引流设置：在每个进水口的前、后两侧均铺设上端敞口且倾斜的半圆管，所述

半圆管沿公路前后方向延伸并将进水口前、后两侧的水引流入进水口；

[0010] （4）土壤改良：在左、右2个进水口之间土壤表面铺设改良覆盖层，所述改良覆盖层

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土壤改良层、有机基质层及摩奇覆盖层；在改良覆盖层的左、右两侧设置

弧面挡板，弧面挡板的上端与改良覆盖层的上表面相平齐，弧面挡板的下端与进水口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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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管的内侧相靠接；

[0011] 土壤改良层由下述重量份数的原料混匀而成：改良剂5~8份、缓蚀剂2~3份、保水剂

4~5份、尿素1.5~2.5份、钠离子吸附剂2.5~3.5份、有机肥1~3份；

[0012] 有机基质层由下述重量份数的原料混匀而成：堆肥5~9份、泥炭1~5份。

[0013] （5）中分带两侧含融雪剂的雪水可通过弧面挡板及半圆管直接流入进水口，并通

过渗管及排水管组流入排盐池中，中分带中部含融雪剂的雪水渗入中分带土壤，其中一部

分通过渗管进入排水管组并流入排盐池中，另一部分在改良剂及自然降水作用下逐渐减

少。

[0014] 优选地，所述土壤改良单元的长度为80~120米。

[0015]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进水口的轴向中心线与排盐池之间的间距为18~30米，所

述渗管的上端比中分带土壤表面低10~15厘米，渗管与公路路牙之间的间距为8~13厘米。

[0016]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土壤改良层的厚度为5~10毫米，所述改良剂由竹醋液及麦

饭石粉组成，竹醋液与麦饭石粉的重量比为1：0.75~1，所述缓蚀剂为葡萄糖酸液，所述保水

剂为聚丙烯酰胺保水剂，所述钠离子吸附剂为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所述有机肥为生物有

机肥和/或堆肥。

[0017] 进一步，竹醋液的pH值为2~3.2，密度为0.9~1 .5g/mL，竹醋液内有机酸含量为7~
11%，酚类化合物含量为6~8%；葡萄糖酸液的质量分数为45%~55%。

[0018]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有机基质层的厚度为20~30毫米，有机基质层中均匀播撒

草本植物的种子。

[0019] 进一步，步骤（4）中所述堆肥由园林废弃物经堆制、碳化而得，所述园林废弃物为

腐叶、木屑、树叶（如松叶等）、树皮、泥炭及有机垃圾中的三种以上。

[0020] 进一步，所述草本植物为黑麦草、高羊茅、石竹、红花酢浆草、白三叶、波斯菊中的

一种或两种以上。

[0021] 优选地，步骤（4）中所述摩奇覆盖层的厚度为10~15毫米。

[0022] 优选地，所述排盐池的池壁高于改良覆盖层的上表面。

[0023] 其中，所述改良剂、缓蚀剂、保水剂、尿素、钠离子吸附剂、有机肥及摩奇均为普通

市售产品。

[0024] 本发明利用土壤改良层转化盐类融雪剂对土壤的侵害作用，改善盐害土壤，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为植物的生长提供有利条件；含有草本植物种子的有机基质层有利于土

壤的更新，增加土壤活性和肥力，同时增加植物层次，提高中分带景观的景观效果、美化中

分带；摩奇覆盖层的铺设，不仅能变废为宝，实现经济及生态效益，同时能带动新型产业链

的发展，实现生态绿色环保；渗管的铺设有利于排盐、隔盐，防止二次盐碱化。本发明施工简

单，操作方便，可循环施用，适宜在高速公路沿线大规模应用。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所述土壤改良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图1沿A-A线的剖面图，

[0027] 图3是图1中半圆管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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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通过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公路中分带融雪剂盐害土壤的改良方法，将中分带沿公路前后方向均分成若

干相同的土壤改良单元，每个土壤改良单元的长度为100米，参考图1~3所示，每个土壤改良

单元的改良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排盐池13的设置：在土壤改良单元的中心处挖设排盐池13；排盐池13的中心与

土壤改良改良单元的中心重合，排盐池13的左、右端两端的池壁距离公路路牙6约10厘米，

排盐池13沿前、后方向的长度为0.5米；

[0032] （2）埋设渗管8及排水管：在排盐池13的前、后两侧均设置2个进水口5，且2个进水

口5分别位于中分带土壤的左、右两侧，进水口5的轴向中心线与排盐池13之间的间距为

24.75米；在进水口5内安装滤网7，滤网7下方埋设竖直的直径为20厘米的渗管8，左、右2个

渗管8的下端均连接有第一排水管10，2个第一排水管10均向下倾斜并汇聚，在汇聚处通过

三通管连接有第二排水管11，第二排水管11的另一端向下倾斜并与排盐池13相连通，以使

渗管8内的水通过第一排水管10及第二排水管11流入排盐池13内；

[0033] （3）引流设置：在每个进水口5的前、后两侧均铺设上端敞口且倾斜的半圆管12，所

述半圆管12沿公路前后方向延伸并将进水口5前、后两侧的水引流入进水口5；

[0034] （4）土壤改良：在左、右2个进水口5之间土壤表面铺设改良覆盖层，所述改良覆盖

层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土壤改良层3、有机基质层2及摩奇覆盖层1；在改良覆盖层的左、右两

侧设置弧面挡板4，弧面挡板4的上端与改良覆盖层的上表面相平齐，弧面挡板4的下端与进

水口5及半圆管12的内侧相靠接；

[0035] 土壤改良层3由下述重量份数的原料混匀而成：改良剂6份、缓蚀剂2份、保水剂4

份、尿素2份、钠离子吸附剂3份、有机肥2份；其中，所述改良剂由竹醋液及麦饭石粉按照重

量比1：1混合组成，所述缓蚀剂为葡萄糖酸液，所述保水剂为聚丙烯酰胺保水剂，所述钠离

子吸附剂为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所述有机肥为生物有机肥。

[0036] 其中，有机基质层2由下述重量份数的原料混匀而成：堆肥6份、泥炭4份，有机基质

层2中均匀播撒草本植物的种子。其中，堆肥由园林废弃物经堆制、碳化而得，所述园林废弃

物为松叶、木屑、松树皮及泥炭，堆肥具体可经下述方法获得：室温下将园林废弃物混匀、堆

积并密封，当堆内温度升至40℃时，翻堆混匀，当堆内温度为  50℃~60℃，保持  16天后翻堆

混匀，至完全腐熟，即得。由于堆肥主要的作用是给有机基质层2提供有机质含量，促进草本

植物生长，所以堆肥可根据情况选择自行堆制，也可以购买普通市售产品。草本植物选用根

系较多且发达、更新较快的草本植物，如：黑麦草或高羊茅。

[0037] 所述渗管8的上端比中分带土壤表面低10~15厘米，便于雪水流入渗管8，雪水通过

渗管8、第一排水管10及第二排水管11进入排盐池13，水分蒸发后，将底层盐分物质清理，可

二次制盐，也可清理掉。渗管8与公路路牙6之间的距离约为10厘米，防止渗管8热胀冷缩对

路牙6的挤压威胁路面。为了防止改良覆盖层滑落进排盐池13，排盐池13的池壁高于改良覆

盖层的上表面。按照步骤（1）~（3）进行结构改良后，中分带两侧含融雪剂的雪水可通过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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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板4及半圆管12直接流入进水口5，并通过渗管8及排水管组将大部分含有融雪剂的雪水

排至排盐池13，直接避免融雪剂对土壤的盐害；中分带中部含融雪剂的雪水渗入土壤，其中

一部分融雪剂随雪水可通过渗管8进入排水管组并流入排盐池13中，另一部分融雪剂残留

在土壤中，可利用天然降水排盐洗碱，同时可进行土壤改良。

[0038] 所述土壤改良层3通过将各原料混合均匀后直接施用，也可用水稀释后喷洒，只需

保证土壤改良层3的厚度达到5毫米即可；有机基质层2通过铺设使其厚度达到25毫米；最后

再铺设10毫米摩奇覆盖层1。渗管8上的滤网7要经常清理，防止土壤、树叶腐殖质堵塞网孔。

竹醋液和麦饭石粉、尿素均可有效的中和土壤中的碱性物质，葡萄糖酸液不仅能有效的中

和作用，同时也能对指示标识中碳钢材料起到防腐蚀作用，钠离子吸附剂可有效的吸附土

壤中超标的Na+离子。土壤改良层3中改良剂所用的份数可根据土壤的盐害程度进行适当的

调节，最好进行土壤理化性质的测量后进行配比调节。有机基质层2可提高土壤的更新换代

能力，增加土壤的生物活性及透气、透水能力，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摩奇覆盖层1可提高

土壤的固土保水能力，其次防风降噪，在大风天气里，它能让中分带中的裸土乖乖“待在家

中”，而路过的扬尘还能被“留宿”，同时不同颜色的摩奇可提高中分带地被景观的美观度。

[0039] 其中，竹醋液购自桂林新竹大自然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竹醋液的pH值为2~3.2，密

度为0.9~1.5g/mL，有机酸含量为7~11%，酚类化合物含量为6~8%；葡萄糖酸液购自武汉远成

集团合中生化制造有限公司，葡糖糖酸液的质量分数为50.0-52.0%，相对密度1.24；聚丙烯

酰胺保水剂购自任丘市广汇化工有限公司，采用粒径为1~2毫米；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购自

沈阳九方科技有限公司；生物有机肥购自苏州超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摩奇购自上海摩奇

园林有限公司。

[0040] 对于第一年冬季受到盐害未改良的中分带土壤，可按照步骤（1）~（3）先进行结构

改良，即铺设排盐池、渗管及排水管组等，为第二年排盐改良做准备，同时直接采用步骤（4）

进行土壤改良。改良后，正常种植植被并定时浇灌，草本植物选择播种黑麦草，还定期取样

测试，结果如下：

[0041]

[0042] 土壤中盐害物质通过土壤改良层3的施用得到改良；其次，有机基质层2的改良增

加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最后，摩奇覆盖层1的覆盖，即将魔奇覆盖于土壤表面，增加了土壤

水分，降低了土壤温度，防止土壤受到雨水的溅蚀作用。通过3个月左右的改良，中分带土壤

的理化指标能适合植物的生长，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同时植被可根据不同的季节进行调换，

尽量做到四季有草。

[0043] 第二年，一般中分带土壤还会遭受融雪剂的侵害，因此对中分带盐害土壤的改良

可首先利用第一年铺设的排盐池、渗管及排水管组等，然后，可以在2~4月时，对土壤进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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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测试，根据土壤所缺成分，用与土壤改良层3相同配方稀释50~70倍后，按照每平方米

100mL均匀喷洒，即可。针对施用融雪剂较多的地区可每隔3年重新更换土壤改良层3、有机

基质层2及摩奇覆盖层1。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5855280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9

CN 105855280 B

9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105855280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