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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

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根据盐碱土壤的碱化度

确定脱硫石膏施用量，再撒施脱硫石膏；撒施后

耙地、平整土地，再种植农作物和定额灌溉。本发

明方法，利用脱硫石膏并结合滴灌技术设计出的

一套精确的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对脱硫石膏的

施用量、施用时间、施用方式及灌溉定额做了严

格要求，达到了既节水又改良盐碱土壤的目的。

本发明将电厂脱硫废弃物脱硫石膏与滴灌技术

相结合，一方面在高效节水的条件下达到改良盐

碱土壤的目的，变盐碱荒地、低产田为良田；另一

方面解决了每年数以千万吨计的脱硫石膏的处

置问题，减少其占地及二次污染，“变废为宝”，实

现了真正的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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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盐碱土壤的

碱化度确定脱硫石膏施用量，再撒施脱硫石膏；撒施后耙地、平整，再种植农作物和定额灌

溉；

所述脱硫石膏施用量的确定：对农田进行采样，采取0～20cm土层的土样，自然风干后

过1mm筛，过筛后对土样的电导率、pH和碱化度进行化验，根据化验结果确定脱硫石膏施用

量，所述脱硫石膏中CaSO4·2H2O的含量为75-85％，含水率为10-15％；

以X代表脱硫石膏施用量，脱硫石膏具体施用量如下：

碱化度为5～10%的弱碱化土壤，750kg/666.7m2≤X＜1000kg/666.7m2；

碱化度为10～20%的中度碱化土壤，1000kg/666.7m2≤X＜1500kg/666.7m2；

碱化度为20～30%的强碱化碱化土壤，1500kg/666.7m2≤X＜2000kg/666.7m2；

碱化度为≥30%的极强碱化土壤，2000kg/666.7m2≤X≤  2500kg/666.7m2；

所述撒施脱硫石膏的时间为作物播种前5-10d施用；

所述定额灌溉即为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水规律进行针对化的定量定次的灌溉，具体如

下：

当所述作物为棉花时，灌溉次数为8～10次，每次灌溉量为35～38m3/666.7m2，灌溉总量

为280～380m3/666.7m2；

当所述作物为玉米时，灌溉次数为8～10次，每次灌溉量为35～40m3/666.7m2，灌溉总量

为280～400m3/666.7m2；

当所述作物为大豆时，灌溉次数为10～12次，每次灌溉量为27.5～30m3/666.7m2，灌溉

总量为300～360m3/666.7m2；

当所述作物为打瓜时，灌溉次数为7～9次，每次灌溉量为25～30m3/666.7m2，灌溉总量

为175～270m3/666.7m2；

当所述作物为加工番茄时，灌溉次数为11～12次，每次灌溉量为22.7～25m3/666.7m2，

灌溉总量为250～300m3/666.7m2；

当所述作物为向日葵时，灌溉次数为7～8次，每次灌溉量为30～50m3/666.7m2，灌溉总

量为280～300m3/666.7m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撒施脱硫石膏时，采用人工撒施或机械撒施，均匀的撒施在盐碱土壤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耙地的深度为1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耙地采用耙地机进行耙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种植农作物，在平整好的土地5-10d后用播种机进行滴灌带的铺设、覆膜、播种一体化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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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盐碱土壤改良技术领域，特别是膜下滴灌栽培条件下改良盐碱土壤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壤盐渍化作为土壤荒漠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对耕地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了

严总的危害。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统计（1996年），我国盐碱土地面积约为3500万公

顷。由于气候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新疆作为中国盐碱土壤面积最大的

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全疆耕地面积514.48万公顷，其中盐碱化耕地面积达162.02万公顷，

占耕地面积31.48%。新疆每年因土壤盐碱化造成经济损失约35亿元，占全年种植业总产值

的8%左右。土壤盐碱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改良和利用盐碱土壤，

将是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0003] 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是一种方便有效的方法，其原理是脱硫石膏溶解产生

Ca2+ 能够代换土壤胶体中的Na+，从而降低土壤的碱化度、pH  值以及土壤黏粒的分散性，增

加土壤透水性。根据国家环保部最新数据估算，我国年脱硫石膏产量在2500万吨以上，而这

些数以千万计的脱硫石膏多数被当做废弃物拉到野外堆积或填埋，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如

何处置这些这些脱硫石膏是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0004] 滴灌栽培技术作为高效节水、节肥及高产的栽培技术，高效的节水性使滴管技术

在干旱和半干旱缺水地区被大面积推广，并取得的显著成果。新疆作为中国滴灌面积最大

的地区，滴灌面积已超过4100万亩，每年仍然在大面积的增加。如果再采用传统大水洗盐和

压盐来治理盐碱土壤，这不仅浪费大量的水资源，而且因排碱渠的废弃而不能实施。如何在

滴灌条件下改良盐碱土壤，这也是急需解决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操作简单、节水、低成本、改

良效果显著、可大面积推广，并实现废物资源高效利用的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滴灌条件

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具体实现：

[0007] 一种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根据盐碱土壤的碱化度确定

脱硫石膏施用量，再撒施脱硫石膏；撒施后耙地、平整土地，再种植农作物和定额灌溉。

[0008] 优选的，所述脱硫石膏中CaSO4·2H2O的含量为75-85％，含水率为10-15％。

[0009] 优选的，所述脱硫石膏施用量的确定：对农田进行采样，采取0～20cm土层的土样，

自然风干后过1mm筛，过筛后对土样的电导率、pH和碱化度进行化验，根据化验结果确定脱

硫石膏施用量。

[0010] 进一步优选的，以X代表脱硫石膏施用量，脱硫石膏具体施用量如下：

[0011] 碱化度为5～10%的弱碱化土壤，750kg/666.7m2≤X＜1000kg/6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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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碱化度为10～20%的中度碱化土壤，1000kg/666.7m2≤X＜1500kg/666.7m2；

[0013] 碱化度为20～30%的强碱化碱化土壤，1500kg/666.7m2≤X＜2000kg/666.7m2；

[0014] 碱化度为≥30%的极强碱化土壤，2000kg/666.7m2≤X≤2500kg/666.7m2。

[0015] 优选的，所述撒施脱硫石膏的时间为作物播种前5-10d施用。

[0016] 进一步优选的，撒施脱硫石膏时，采用人工撒施或机械撒施，均匀的撒施在盐碱土

壤上。

[0017] 优选的，所述耙地的深度为10cm。

[001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耙地采用耙地机进行耙地。

[0019] 优选的，所述种植农作物，在平整好的土地5-10d后用播种机进行滴灌带的铺设、

覆膜、播种一体化栽培。

[0020] 优选的，所述定额灌溉即为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水规律进行针对化的定量定次的灌

溉，具体如下表：

[0021]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方法，利用脱硫石膏并结合滴灌技术设计出的一套精确的改良盐碱土壤的

方法，对脱硫石膏的施用量、施用时间、施用方式及灌溉定额做了严格要求，达到了既节水

又改良盐碱土壤的目的。本发明将电厂脱硫废弃物脱硫石膏与滴灌技术相结合，一方面在

高效节水的条件下达到改良盐碱土壤的目的，变盐碱荒地、低产田为良田；另一方面解决了

每年数以千万吨计的脱硫石膏的处置问题，减少其占地及二次污染，“变废为宝”，实现了真

正的循环经济。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棉花栽培模式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打瓜栽培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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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石膏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其特点是对脱硫石膏的施用

量、施用时间、施用方式及灌溉定额做了严格要求，达到了既节水又改良盐碱土壤的目的。

其步骤如下:

[0028] 1、脱硫石膏施用量的确定：对农田进行采样，采取0～20cm土层的土样带回实验

室，自然风干后过1mm筛，过筛后对土样的电导率（EC）、pH和碱化度进行化验，根据化验结果

确定脱硫石膏施用量，脱硫石膏具体施用量参考表1。

[0029] 表1  脱硫石膏施用量参考表

[0030]

[0031] 2、脱硫石膏的施用时间：脱硫石膏在作物播种前5-10d施用，人工撒施或机械撒

施，均匀的撒施在盐碱土壤上。

[0032] 3、脱硫石膏撒施后的耙地：脱硫石膏均匀的撒施后，用耙地机进行耙地，耙地深度

为10cm,耙完后土地要平整。

[0033] 4、作物种植模式：5-10d后用播种机进行滴灌带的铺设、覆膜、播种一体化种植，种

植模式与常规种植模式相同。

[0034] 5、灌溉定额：作物全生育期灌灌量参考表2。

[0035] 表2 不同作物全生育期灌溉量参考表

说　明　书 3/8 页

5

CN 105612844 B

5



[0036]

[0037] 6、作物生长期间的追肥、植保措施与常规种植管理模式相同。

[0038] 实施例2：新疆玛纳斯县冬麦地村盐碱土壤应用本发明方法及效果验证

[0039] 2013年4月在新疆玛纳斯县冬麦地村在一块刚开垦的盐碱土壤上进行了实验，实

验过程如下：

[0040] 1、实验设置了2个处理，膜下滴灌条件下施用脱硫石膏和膜下滴灌条件下不施用

脱硫石膏（CK）。

[0041] 2、2013年4月6日对实验地按“S型”采样路线，采取0-20cm的土样，带回实验室让其

自然风干后过1mm筛。对土样电导率（EC）、pH和碱化度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如下，检测结果见

表3  ：

[0042] a.土壤电导率（EC）采用DDSJ-30A型电导率仪测定；

[0043] b.土壤pH值采用Sartorius  PB-10型pH计测定;

[0044] c.土壤交换性钠[Na+]采用NH4Ac-NH4OH火焰光度法；

[0045] d.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采用乙酸钠法；

[0046] e.碱化度ESP：ESP（%）=[Na+]/CEC×100%；

[0047] 表3 新疆玛纳斯县冬麦地村实验地开垦前土壤状况

[0048]

[0049] 3、根据土壤化验结果，该农田土壤属于极强度碱化土壤，脱硫石膏的施用量为

2000kg/666.7m2。

[0050] 4、2013年4月10日对实验地进行脱硫石膏的撒施，撒施后用耙地机耙地，耙地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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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cm。

[0051] 5、直到收获之前，两个处理的肥料施用、灌溉量、农药施用及田间管理等条件均一

致。

[0052] 6、应用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废弃物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两年后对盐碱土壤改良

效果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4：

[0053] 表4  本发明方法两年后土壤状况

[0054]

[0055] 从表4中可以看出应用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废弃物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两年后，

可以显著地降低盐碱土壤的pH、电导率、碱化度，增加土壤的孔隙度，对盐碱土壤的改良具

有很好效果。

[0056] 实施例3：新疆第八师150团良1连盐碱土壤应用本发明方法及效果验证

[0057] 在新疆第八师150团良1连盐碱土壤进行了棉花种植实验，实验过程如下：

[0058] 1、实验设置了2个处理，膜下滴灌条件下施用脱硫石膏和膜下滴灌条件下不施用

脱硫石膏（CK）。

[0059] 2、2015年4月1日对实验地按“S型”采样路线，采取0-20cm的土样，带回实验室让其

自然风干后过1mm筛。对土样电导率（EC）、pH和碱化度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如下，检测结果见

表5：

[0060] a.土壤电导率（EC）采用DDSJ-30A型电导率仪测定；

[0061] b.土壤pH值采用Sartorius  PB-10型pH计测定;

[0062] c.土壤交换性钠[Na+]采用NH4Ac-NH4OH火焰光度法；

[0063] d.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采用乙酸钠法；

[0064] e.碱化度ESP：ESP（%）=[Na+]/CEC×100%；

[0065] 表5第八师150团良1连实验地土壤状况

[0066]

[0067] 1、根据土壤化验结果，该农田土壤属于中度碱化土壤，脱硫石膏的施用量为

1000kg/6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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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2、2015年4月10日对实验地进行脱硫石膏的撒施，撒施后用耙地机耙地，耙地深度

为10cm。

[0069] 3、2015年4月15日进行了棉花的播种，棉花栽培模式见图1。

[0070] 4、棉花全生育期灌溉了9次，灌溉总量为370m3/666.7m2。棉花生长期间的追肥与植

保措施与常规种植管理模式相同。

[0071] 5、直到收获之前，两个处理的肥料施用、灌溉量、农药施用及田间管理等条件均一

致。

[0072] 6、对应用、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废弃物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对盐碱土壤改良效

果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6和表7：

[0073] 表6  本发明方法对盐碱土壤改良效果

[0074]

[0075] 表7本发明方法对盐碱土壤改良效果

[0076]

[0077] 从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应用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废弃物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可

以显著地提高盐碱土壤上棉花的产量，降低盐碱土壤的pH、电导率、碱化度，增加土壤的孔

隙度，对作物增产和盐碱土壤改良都具有很好的效果。

[0078] 实施例4：新疆第八师134团12连盐碱土壤应用本发明方法及效果验证

[0079] 在新疆第八师134团12连盐碱土壤进行了打瓜种植实验，实验过程如下：

[0080] 1、实验设置了2个处理，膜下滴灌条件下施用脱硫石膏和膜下滴灌条件下不施用

脱硫石膏（CK）。

[0081] 2、2015年4月3日对实验地按“S型”采样路线，采取0-20cm的土样，带回实验室让其

自然风干后过1mm筛。对土样电导率（EC）、pH和碱化度进行检测，检测方法如下，检测结果见

表8：

[0082] a.土壤电导率（EC）采用DDSJ-30A型电导率仪测定；

[0083] b.土壤pH值采用Sartorius  PB-10型pH计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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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c.土壤交换性钠[Na+]采用NH4Ac-NH4OH火焰光度法；

[0085] d.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采用乙酸钠法；

[0086] e.碱化度ESP：ESP（%）=[Na+]/CEC×100%；

[0087] 表8第八师134团12连实验地土壤状况

[0088] 1、根据土壤化验结果，该农田土壤属于强度碱化土壤，脱硫石膏的施用量为

1800kg/666.7m2。

[0089] 2、2015年4月12日对实验地进行脱硫石膏的撒施，撒施后用耙地机耙地，耙地深度

为10cm。

[0090] 3、2015年4月20日进行了打瓜的播种，打瓜栽培模式见图2。

[0091] 4、打瓜全生育期灌溉了6次，灌溉总量为260m3/666.7m2。打瓜生长期间的追肥与植

保措施与常规种植管理模式相同。

[0092] 5、直到收获之前，两个处理的肥料施用、灌溉量、农药施用及田间管理等条件均一

致。

[0093] 6、对应用本发明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废弃物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对盐碱土壤改

良效果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9和表10：

[0094] 表9本发明方法对盐碱土壤改良效果

[0095]

[0096] 表10本发明方法对盐碱土壤改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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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0098] 从表9和表10中可以看出应用滴灌条件下利用脱硫废弃物改良盐碱土壤的方法，

可以显著地提高盐碱土壤上打瓜的产量，降低盐碱土壤的pH、电导率、碱化度，增加土壤的

孔隙度，对作物增产和盐碱土壤改良都具有很好的效果。

[009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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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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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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