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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理改良盐碱地的方法，

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如下步骤：将土壤调理剂

与土壤改良剂混合均匀后，将其均匀撒在盐碱地

的表面，静置处理后，将盐碱地翻整，然后再进行

灌水排盐；其中，土壤调理剂包括糠醛渣、草炭、

动物粪便、中药药渣、海藻酸钠、黄腐酸、生物菌

剂以及水；土壤改良剂包括磷石膏、过磷酸钙、聚

丙烯酰胺、单十二烷基磷酸酯钾、磷酸二氢钾、海

泡石粉、硅藻土、凹凸棒土、竹纤维、木质素磺酸

钠以及水。本发明通过在盐碱地上施加土壤调理

剂以及土壤改良剂，降低了土壤的盐分以及pH

值，增加了土壤肥力，改善了土壤结构，减轻耕层

返盐情况，提高了作物的出苗率，提高了治理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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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土壤调理剂与土壤改良剂混合均匀后，将其均匀撒在盐碱地的表面，静置3‑5天，

其中土壤调理剂的添加量为100‑150kg/亩，土壤改良剂的添加量为200‑240kg/亩；

（2）将步骤（1）处理后的盐碱地翻整后，平整地表，静置1‑2天；

（3）然后对土壤灌水排盐，每天灌水量20‑30立方/亩，持续1‑2天，以排出土壤中的盐

分；

以重量份数计，所述土壤调理剂包括糠醛渣10‑15份、草炭4‑6份、动物粪便20‑25份、中

药药渣10‑12份、海藻酸钠5‑7份、黄腐酸8‑10份、生物菌剂0.05‑0.07份以及水60‑70份；动

物粪便为蚯蚓粪；

所述土壤改良剂包括磷石膏45‑50份、过磷酸钙6‑10份、聚丙烯酰胺0.2‑0.4份、单十二

烷基磷酸酯钾1‑1.5份、磷酸二氢钾2‑4份、海泡石粉4‑6份、硅藻土3‑5份、凹凸棒土2‑3份、

竹纤维2‑4份、木质素磺酸钠0.5‑1份以及水80‑9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土壤调理剂

与土壤改良剂混合均匀后，需要将其置于60‑70℃的温度下继续搅拌10‑15min后，再将其撒

在盐碱地的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搅拌速度为500‑550r/

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排盐的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在土壤中挖出排盐沟，然后在排盐沟中铺设过滤布，再在过滤布上铺设一层

碎石，然后在碎石层上铺设排盐管，再在排盐管上铺设一层碎石，再用过滤布将碎石以及排

盐管包裹，然后在排盐沟上铺设客土层，将排盐沟填埋，再平整地表即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碎石的铺设厚度为8‑

1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调理剂的制备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以重量份数计，将糠醛渣10‑15份、草炭4‑6份、动物粪便20‑25份、中药

药渣10‑12份、海藻酸钠5‑7份以及水60‑70份搅拌均匀后，放入反应池中静置，当其温度达

到60‑65℃时，每天翻动2‑3次，持续4‑5天，然后向其中加入0.05‑0.07份生物菌剂，搅拌均

匀即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改良剂的制备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以重量份数计，将磷石膏45‑50份、过磷酸钙6‑10份、聚丙烯酰胺0.2‑

0.4份、单十二烷基磷酸酯钾1‑1.5份、磷酸二氢钾2‑4份、海泡石粉4‑6份、硅藻土3‑5份、凹

凸棒土2‑3份、竹纤维2‑4份以及木质素磺酸钠0.5‑1份混合均匀后，得到预混料，然后向预

混料中加入80‑90份水，混合均匀后，得到土壤改良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菌剂为枯草芽

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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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理改良盐碱地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盐碱地治理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治理改良盐碱地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盐碱地是指土壤表层积聚过多的可溶性盐，对农作物生长有害的土地；气候条件、

地理条件、土壤质地、耕作技术不合理以及地下水位抬高等因素，均能导致土壤盐碱化；盐

碱地的主要特点是碱性大、盐分多、土壤腐殖质流失严重，使大多数植物难以在盐碱地中存

活，因此盐碱地已成为限制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0003] 目前盐碱地的治理主要有物理改良、水利改良、生物改良和化学改良四个方面；物

理改良主要是对土层的整改，包括平整土地、深耕晒垡以及微区改土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

存在操作繁琐、劳动强度大的问题；水利改良是指通过水洗淋溶带走土壤中的盐分，从而达

到降低土壤盐分的目的，但是此种方法需要使用大量的水，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生物改良

是在盐碱地中种植耐盐碱的植物，使植物固化土地，降低水土流失，减少可溶性盐的沉积从

而达到降低土壤盐分的目的，由于此种方法是通过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降低土壤的盐分，

受环境因素以及植物品种影响较大，治理时间长，治理效率低；化学改良是指向盐碱地中加

入石膏、腐植酸等土壤改良剂，使其与盐碱地中的盐离子发生络合反应，使其随灌溉水排

出，从而达到降低土壤盐分的目的，但是此种方法由于需要引入化学物质，在去除土壤盐分

的同时，很容易使土壤造成二次板结。

[0004] 因此，如何能够简便、高效的治理盐碱地，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通过在盐碱地上施加土壤调理

剂以及土壤改良剂，降低了土壤的盐分以及pH值，增加了土壤肥力，改善了土壤结构，减轻

耕层返盐情况，提高了作物的出苗率，提高了治理效率。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将土壤调理剂与土壤改良剂混合均匀后，将其均匀撒在盐碱地的表面，静置3‑

5天，其中土壤调理剂的添加量为100‑150kg/亩，土壤改良剂的添加量为200‑240kg/亩；

[0009] (2)将步骤(1)处理后的盐碱地翻整后，静置1‑2天；

[0010] (3)然后对土壤灌水排盐，每天灌水量20‑30立方/亩，持续1‑2天，以排出土壤中的

盐分；以重量份数计，所述土壤调理剂包括糠醛渣10‑15份、草炭4‑6份、动物粪便20‑25份、

中药药渣10‑12份、海藻酸钠5‑7份、黄腐酸8‑10份、生物菌剂0.05‑0.07份以及水60‑70份；

[0011] 所述土壤改良剂包括磷石膏45‑50份、过磷酸钙6‑10份、聚丙烯酰胺0.2‑0.4份、单

十二烷基磷酸酯钾1‑1.5份、磷酸二氢钾2‑4份、海泡石粉4‑6份、硅藻土3‑5份、凹凸棒土2‑3

份、竹纤维2‑4份、木质素磺酸钠0.5‑1份以及水80‑9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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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糠醛渣、动物粪便、草炭以及中药药渣与海藻酸钠、黄腐

酸配合后，经过生物菌剂的分解作用，可以加速有机肥的分解，产生的有机酸，可以对盐碱

地中的碱性物质起到中和的作用，降低盐碱地的pH值，可以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改善土

壤的理化性状，增强土壤的保水能力，降低水分蒸发，降低土壤板结的情况，提高土壤的疏

松程度，改善土壤的通气性；并且由于有机肥属于废弃物，有机肥的使用可以降低生产成

本，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0013] 土壤改良剂中的硅藻土与竹纤维的均为多孔结构，在土壤中能起到保湿、疏松土

质、延长肥效时间的作用；磷酸二氢钾与竹纤维可以提高植物的抗病性能，促进植物对养分

的吸收作用，提高植物的出苗率；土壤改良剂与土壤调理剂配合使用时，可以改善糠醛渣带

来的土壤盐分增加的缺点，提高黄腐酸对钠离子的交换效率，提高海泡石粉以及凹凸棒土

对土壤的保水性能，从而提高治理效率。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1)中土壤调理剂与土壤改良剂混合均匀后，需要将其

置于60‑70℃的温度下继续搅拌10‑15min后，再将其撒在盐碱地的表面。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土壤调理剂与土壤改良剂经过混合后，在60‑70℃的温

度下搅拌，与土壤调理剂的发酵温度相同，有利于其与土壤更好的融合，降低盐碱地土壤中

可溶性盐离子的含量，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能。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搅拌速度为500‑550r/min。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搅拌速度为500‑550r/min，有利于土壤调理剂与土壤改

良剂的混合均匀度。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3)中排盐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在土壤中挖出排盐

沟，然后在排盐沟中铺设过滤布，再在过滤布上铺设一层碎石，然后在碎石层上铺设排盐

管，再在排盐管上铺设一层碎石，再用过滤布将碎石以及排盐管包裹，然后在排盐沟上铺设

客土层，将排盐沟填埋，再平整地表即可。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排盐管的上下均铺设碎石，可以减少排盐管的移动；在

排盐管以及碎石上包裹过滤布可以防止土壤将排盐管堵塞、影响排盐效果。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碎石的铺设厚度为8‑10cm。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排盐管的上下均铺设厚度为8‑10cm的碎石层，可以减

少排盐管在排盐时位置发生移动，降低排盐管对土壤层结构的破坏，提高排盐效果。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将糠醛渣10‑15份、草炭4‑6份、动物粪便20‑25份、中药药渣

10‑12份、海藻酸钠5‑7份、黄腐酸8‑10份以及水60‑70份搅拌均匀后，放入反应池中静置，当

其温度达到60‑65℃时，每天翻动2‑3次，持续4‑5天，然后向其中加入0.05‑0.07份生物菌

剂，搅拌均匀即可。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土壤调理剂中的有机肥堆积熟化后加入生物菌剂，可

以提高有机肥的熟化速率，缩短盐碱地的治理时间，提高治理效率。

[002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以重量份数计，将磷石膏45‑50份、过磷酸钙6‑10份、聚丙烯

酰胺0.2‑0.4份、单十二烷基磷酸酯钾1‑1.5份、磷酸二氢钾2‑4份、海泡石粉4‑6份、硅藻土

3‑5份、凹凸棒土2‑3份、竹纤维2‑4份以及木质素磺酸钠0.5‑1份混合均匀后，得到预混料，

然后向预混料中加入80‑90份水，混合均匀后，得到土壤改良剂。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预混料通过水混合均匀之后，再与土壤改良剂混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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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其在土壤中的分散性能。

[002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动物粪便为蚯蚓粪。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蚯蚓粪具有很好的通气性、排水性和高的持水量，可以提

高土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降低土壤板结的情况；并且由于蚯蚓粪具有很大的表面积，有利

于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肥效显著，并且不会对作物产生负面伤害；蚯蚓粪可以降低中药

药渣的pH值，蚯蚓粪、中药药渣以及木质素磺酸钠配合使用，对土壤盐碱度的治理效果更加

显著，并且可以促进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002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生物菌剂为枯草芽孢杆菌。

[002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枯草芽孢杆菌可以很好的分解糠醛渣、蚯蚓粪以及中药

药渣，增加土壤肥力，促进植物的生长，提高盐碱地的治理效率。

[0030]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1] 1.糠醛渣、蚯蚓粪、草炭以及中药药渣均属于有机肥，含有植物必须的营养元素和

微量元素，可以降低盐碱地的pH值，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增强土

壤的保水能力，降低土壤板结的情况，提高土壤的疏松程度，改善土壤的通气性；并且由于

有机肥属于废弃物，有机肥的使用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资源的再利用；

[0032] 2.海藻酸钠是一种天然多糖，可以为生物菌剂提供养分，增加生物菌剂的活性，可

以加速有机肥的分解，提高治理的效率；

[0033] 3.土壤改良剂与土壤调理剂配合使用时，可以改善糠醛渣带来的土壤盐分增加的

缺点；单十二烷基磷酸酯钾、木质素磺酸钠以及海藻酸钠配合使用时，可以降低土壤的重金

属污染，提高黄腐酸对钠离子的交换效率，提高海泡石粉以及凹凸棒土对土壤的保水性能，

提高作物的抗旱能力；

[0034] 4.蚯蚓粪、中药药渣以及木质素磺酸钠配合使用，对土壤盐碱度的治理效果更加

显著，并且可以促进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0035] 5.硅藻土与竹纤维的均为多孔结构，在土壤中能起到保湿、疏松土质、延长肥效时

间的作用；磷酸二氢钾与竹纤维可以提高植物的抗病性能，促进植物对养分的吸收，提高植

物的出苗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土壤调理剂的制备例1：将糠醛渣10kg、草炭4kg、蚯蚓粪20kg、中药药渣10kg、海藻

酸钠5kg、黄腐酸8kg以及水60kg搅拌均匀后，放入反应池中静置，当其温度达到60℃时，每

天翻动2次，持续4天，然后向其中加入0.05kg枯草芽孢杆菌，搅拌均匀即可。其中，中药药渣

选用丹参药材经水提取后的药渣。

[0038] 土壤调理剂的制备例2：将糠醛渣12.5kg、草炭5kg、蚯蚓粪22.5kg、中药药渣11kg、

海藻酸钠6kg、黄腐酸9kg以及水65kg搅拌均匀后，放入反应池中静置，当其温度达到62.5℃

时，每天翻动2次，持续4.5天，然后向其中加入0.06kg枯草芽孢杆菌，搅拌均匀即可。其中，

中药药渣选用丹参药材经水提取后的药渣。

[0039] 土壤调理剂的制备例3：将糠醛渣15kg、草炭6kg、蚯蚓粪25kg、中药药渣12kg、海藻

酸钠7kg、黄腐酸10kg以及水70kg搅拌均匀后，放入反应池中静置，当其温度达到65℃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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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动3次，持续5天，然后向其中加入0.07kg枯草芽孢杆菌，搅拌均匀即可。其中，中药药渣

选用丹参药材经水提取后的药渣。

[0040] 土壤改良剂的制备例1：将磷石膏45kg、过磷酸钙6kg、聚丙烯酰胺0.2kg、单十二烷

基磷酸酯钾1kg、磷酸二氢钾2kg、海泡石粉4kg、硅藻土3kg、凹凸棒土2kg、竹纤维2kg以及木

质素磺酸钠0.5kg混合均匀后，得到预混料，然后向预混料中加入80kg水，混合均匀后，得到

土壤改良剂。

[0041] 土壤改良剂的制备例2：将磷石膏47.5kg、过磷酸钙8kg、聚丙烯酰胺0.3kg、单十二

烷基磷酸酯钾1.25kg、磷酸二氢钾3kg、海泡石粉5kg、硅藻土4kg、凹凸棒土2.5kg、竹纤维

3kg以及木质素磺酸钠0.75kg混合均匀后，得到预混料，然后向预混料中加入85kg水，混合

均匀后，得到土壤改良剂。

[0042] 土壤改良剂的制备例3：将磷石膏50kg、过磷酸钙10kg、聚丙烯酰胺0.4kg、单十二

烷基磷酸酯钾1.5kg、磷酸二氢钾4kg、海泡石粉6kg、硅藻土5kg、凹凸棒土3kg、竹纤维4kg以

及木质素磺酸钠1kg混合均匀后，得到预混料，然后向预混料中加入90kg水，混合均匀后，得

到土壤改良剂。

[0043] 一、实施例1‑3

[0044] 实施例1：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45] (1)将土壤调理剂与土壤改良剂混合均匀后，将其均匀撒在盐碱地的表面，需要将

其置于60℃的温度下，以500r/min的速度继续搅拌10min后，静置3天，其中土壤调理剂的添

加量为100kg/亩，土壤改良剂的添加量为200kg/亩；其中，土壤调理剂选自土壤调理剂的制

备例1，土壤改良剂选自土壤改良剂的制备例1；

[0046] (2)将步骤(1)处理后的盐碱地翻整后，静置1天；

[0047] (3)在土壤中挖出排盐沟，然后在排盐沟中铺设过滤布，再在过滤布上铺设一层厚

度为8cm的碎石，然后在碎石层上铺设排盐管，再在排盐管上铺设一层厚度为8cm的碎石，再

用过滤布将碎石以及排盐管包裹，然后在排盐沟上铺设客土层，将排盐沟填埋，再平整地表

即可；然后对土壤灌水排盐，每天灌水量20立方/亩，持续1天，以排出土壤中的盐分。

[0048] 实施例2：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49] (1)将土壤调理剂与土壤改良剂混合均匀后，将其均匀撒在盐碱地的表面，需要将

其置于65℃的温度下，以525r/min的速度继续搅拌12.5min后，静置4天，其中土壤调理剂的

添加量为125kg/亩，土壤改良剂的添加量为220kg/亩；其中，土壤调理剂选自土壤调理剂的

制备例2，土壤改良剂选自土壤改良剂的制备例2；

[0050] (2)将步骤(1)处理后的盐碱地翻整后，静置1.5天；

[0051] (3)在土壤中挖出排盐沟，然后在排盐沟中铺设过滤布，再在过滤布上铺设一层厚

度为9cm的碎石，然后在碎石层上铺设排盐管，再在排盐管上铺设一层厚度为9cm的碎石，再

用过滤布将碎石以及排盐管包裹，然后在排盐沟上铺设客土层，将排盐沟填埋，再平整地表

即可；然后对土壤灌水排盐，每天灌水量25立方/亩，持续1.5天，以排出土壤中的盐分。

[0052] 实施例3：一种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53] (1)将土壤调理剂与土壤改良剂混合均匀后，将其均匀撒在盐碱地的表面，需要将

其置于70℃的温度下，以550r/min的速度继续搅拌15min后，静置5天，其中土壤调理剂的添

加量为150kg/亩，土壤改良剂的添加量为240kg/亩；其中，土壤调理剂选自土壤调理剂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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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例3，土壤改良剂选自土壤改良剂的制备例3；

[0054] (2)将步骤(1)处理后的盐碱地翻整后，静置2天；

[0055] (3)在土壤中挖出排盐沟，然后在排盐沟中铺设过滤布，再在过滤布上铺设一层厚

度为10cm的碎石，然后在碎石层上铺设排盐管，再在排盐管上铺设一层厚度为10cm的碎石，

再用过滤布将碎石以及排盐管包裹，然后在排盐沟上铺设客土层，将排盐沟填埋，再平整地

表即可；然后对土壤灌水排盐，每天灌水量30立方/亩，持续2天，以排出土壤中的盐分。

[0056] 二、对比例1‑7

[0057] 对比例1：对比例1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壤调理剂中未添加中药药渣。

[0058] 对比例2：对比例2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壤调理剂中未添加海藻酸钠。

[0059] 对比例3：对比例3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壤调理剂中未添加蚯蚓粪、中药药

渣以及木质素磺酸钠。

[0060] 对比例4：对比例4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壤改良剂中未添加单十二烷基磷

酸酯钾、木质素磺酸钠以及海藻酸钠。

[0061] 对比例5：对比例5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壤改良剂中未添加硅藻土以及竹

纤维。

[0062] 对比例6：对比例6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壤改良剂中未添加磷酸二氢钾以

及竹纤维。

[0063] 对比例7：对比例7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壤改良剂中未添加聚丙烯酰胺、海

泡石粉以及凹凸棒土。

[0064] 三、数据分析

[0065] 1 .将一块十亩的试验田均分为十份，编号为1号地、2号地、3号地、4号地、5号地、6

号地、7号地、8号地、9号地以及10号地，1号地用实施例1的方法治理，2号地用实施例2的方

法治理，3号地用实施例3的方法治理，4号地用对比例1的方法治理，5号地用对比例2的方法

治理，6号地用对比例3的方法治理，7号地用对比例4的方法治理，8号地用对比例5的方法治

理，9号地用对比例6的方法治理，10号地用对比例7的方法治理；十块地同时治理，对治理前

的土壤以及治理后的土壤进行采样，在治理的0天、5天、15天、25天以及30天，分别对20cm深

度、60cm深度以及80cm深度的土壤中的盐分浓度EC值(EC值是用来测量溶液中可溶性盐浓

度的)以及pH值进行检测，将检测结果示于表1以及表2。

[0066] 表1采用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7的方法治理盐碱地后，土壤中的盐分浓度EC值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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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0070]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通过本发明(实施例1‑3)的方法治理的盐碱地的EC值在第

30天均可以达到2.0mS/cm左右，说明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处理的盐碱地，可以有效降低土壤

中的可溶性盐含量；4号地在治理之后的EC值含量逐渐降低，但是在治理第30天的时候E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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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2.2mS/cm以上，说明中药药渣的加入可以降低土壤的可溶性盐含量；5号地治理之后的

EC值含量逐渐降低，在治理第30天的时候EC值为2.0mS/cm左右，但是在治理的第5天以及第

10天的EC值的变化比较小，说明海藻酸钠可以提高EC值的降低速率，提高盐碱地的治理效

率；6号地治理之后的EC值含量逐渐降低，但是在治理第30天的时候EC值仍为2.2mS/cm以

上，说明蚯蚓粪、中药药渣以及木质素磺酸钠的加入，可以使EC值的降低效果更加显著；7号

地治理之后的EC值含量逐渐降低，但是在治理第30天的时候EC值为2.3mS/cm以上，说明单

十二烷基磷酸酯钾、木质素磺酸钠以及海藻酸钠的加入，可以使EC值的降低效果更加显著；

8号地治理之后的EC值含量逐渐降低，但是在治理第25天和第30天的EC值变化不大，并且在

第30天仍为2.4mS/cm以上，说明硅藻土与竹纤维可以降低土壤的EC值，并且对土壤的长期

治理效果有益；9号地治理之后的EC值含量逐渐降低，在治理第30天的时候EC值为2.2mS/cm

以上，说明磷酸二氢钾与竹纤维也可以降低的EC值；10号地治理之后的EC值含量逐渐降低，

但是在治理第30天的时候EC值为2.2mS/cm以上，聚丙烯酰胺、海泡石粉以及凹凸棒土可以

降低的EC值，改善土壤的盐渍程度。

[0071] 表2采用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7的方法治理盐碱地后，土壤的pH值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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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0074]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通过本发明(实施例1‑3)的方法治理的盐碱地的pH值，在第

30天均可以达到7.6以下，说明本发明的方法处理的盐碱地，可以有效降低土壤中的碱含

量，使原来的中度盐碱地成为弱碱性的土壤；4号地、5号地、6号地、7号地、8号地、9号地以及

10号地在治理后的pH值，逐渐降低第30天时，均能达到8.0以下，说明经过处理后的盐碱地

的pH值会得到改善；其中5号地在治理的第5天、第10天的pH值下降比较缓慢，但是在第30天

的pH值仍能达到7.7以下，说明海藻酸钠的加入可以提高土壤pH值的下降速率，提高治理的

效率。

[0075] 2.在治理后的1‑10号地上分别种植沙枣、苜蓿、棉花、甜菜、桂花以及茶花，对植物

的出苗率进行统计，将结果示于表3。

[0076] 表3不同植物在盐碱地的出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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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0078] 沙枣为落叶乔木，它的生命力很强，具有抗旱、抗风沙、耐盐碱、耐贫瘠等特点，其

对环境要求比较低。在1号地‑10号地种植沙枣，沙枣的出苗率均能达到95％以上。

[0079] 苜蓿是一种适应性广的植物，对土壤要求不严，但是苜蓿不宜种植在强酸、强碱土

中，喜欢中性或偏碱性的土壤，适合生长的环境为pH7‑8。在1号地‑3号地中，苜蓿的出苗率

仍然可以达到96％以上，说明经过治理后的土地比较适合苜蓿的生长；5号地、6号地、7号

地、8号地以及10号地苜蓿的出苗率为90‑95％，说明本发明的各个原料的协同作用，可以实

现苜蓿最大化的出苗率；4号地以及9号地中苜蓿的出苗率均低于90％，说明中药药渣以及

磷酸二氢钾、竹纤维均有助于提高苜蓿的出苗率。

[0080] 棉花的生长发育需要水分和养料，土壤水分、养分、盐碱含量均对棉花生长有很大

的影响。在1号地‑3号地中，棉花的出苗率可以达到95％以上，说明经过治理后的土地比较

适合棉花的生长；5号地‑10号地棉花的出苗率均在90％以下，说明本发明的各个原料的协

同作用，可以实现棉花最大化的出苗率。

[0081] 甜菜在肥沃、疏松的土壤中可以生长良好，施用化肥和粪肥均有良效。在1号地‑3

号地中，甜菜的出苗率可以达到95％以上，说明经过治理后的土地适合甜菜的生长；4号地、

6号地以及9号地甜菜的出苗率均在90％以下，说明中药药渣、蚯蚓粪、木质磺酸钠可以提高

土壤的肥力，提高土壤中的有机质，有利于甜菜的生长；而磷酸二氢钾与竹纤维由于具有杀

菌作用，可以提高植物的抗病性能，促进植物对养分的吸收，因此也可以提高植物的出苗

率。

[0082] 桂花的抗逆性强，对土壤的要求不太严，但以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微

酸性砂质壤土最为适宜。在1号地‑3号地中，桂花的出苗率为87‑88％，说明经过治理后的土

地适合仍然为碱性土壤，不太适合桂花的生长，但是土壤的肥力可以提高桂花的出苗率；而

4号地‑10号地中桂花的出苗率为80‑85％，说明营养物质的缺失会降低桂花的生长。

[0083] 茶花在土层深厚、疏松、排水性好的环境中生长良好，尤其在酸碱度出5‑6最为适

宜，碱性土壤则不适宜山茶生长。在1号地‑3号地中，茶花的出苗率为72‑73％，说明经过治

说　明　书 9/10 页

11

CN 109197008 B

11



理后的土地仍然为碱性土壤，不适合茶花的生长，但是土壤的肥力可以提高茶花的出苗率；

而4号地‑10号地中茶花的出苗率为60‑70％，说明营养物质的缺失会降低茶花的生长。

[0084]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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