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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

一体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迎着主风向方设

立若干挡沙墙，相邻的挡沙墙之间留置一定空

间；S2：在背风侧挡沙墙迎着主风向侧设置固沙

推进区；S3：在背风侧挡沙墙一定距离内设置种

植区，在种植区内种植植株较高的草本固沙植物

或固沙灌木，并使用净水浇洒灌溉；S4：在挡沙墙

背风面内侧与种植区之间设置种植缓冲保护区，

在种植缓冲保护区内种植较低矮的固沙植物，使

用净水浇洒灌溉，种植缓冲保护区经过治理后过

渡为种植区。本发明能够有效地阻挡风沙对道路

和铁路的侵扰与掩埋，还能够对道路周围的沙化

地进行适应种植的改造，就地取材，成本低廉且

有利于简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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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迎着主风向方设立若干挡沙墙，相邻的挡沙墙之间留置一定空间；

S2：在背风侧挡沙墙迎着主风向侧设置固沙推进区；

S3：在背风侧挡沙墙一定距离内设置种植区，在种植区内种植植株较高的草本固沙植

物或固沙灌木，并使用净水浇洒灌溉；

S4：在挡沙墙背风面内侧与种植区之间设置种植缓冲保护区，在种植缓冲保护区内种

植较低矮的固沙植物，使用净水浇洒灌溉，种植缓冲保护区经过治理后过渡为种植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

中，所述挡沙墙采用植物挡沙墙、固沙挡沙墙或植物固沙混合挡沙墙。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沙

挡沙墙采用在沙化地中直接就地取沙的方式获取建筑材料，固沙挡沙墙在沙化地上进行堆

叠，每堆叠200mm厚度的沙层使用废碱液浇灌在固沙挡沙墙上进行碱激化固化，逐渐垒高形

成挡沙墙。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固沙挡

沙墙每层沙碱激化固化前加入废塑料丝或废纤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固沙挡

沙墙的高度达标后，采用地膜覆盖在固沙挡沙墙表面。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废碱

液为地下盐碱水蒸发处理后的残液，地下盐碱水处理后的净水用于步骤S3和步骤S4中的植

物浇洒灌溉。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

中，在固沙推进区内的地表沙上喷洒碱液，使表层沙受到碱液激发固化，所述固沙推进区内

的表层沙固化厚度在100mm以上。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

中，对种植区进行区块划分，分区移除种植区表面300mm～400mm厚的沙土。

9.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对移除表

层沙土后的种植区表层下部100mm～150mm厚的沙土层中进行碱激化加固形成不透水基层。

10.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碱激

化加固过程中在沙土掺入粉煤灰。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不透

水基层表面喷涂5mm厚的有机植物胶或覆盖塑料不透水地膜。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对移除

的表层土进行去盐碱和添加有机质的改良，并掺入有机质土和有机植物胶。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

S4中，在种植缓冲保护区表面100mm～200mm厚度的沙土中掺入有机质土和有机植物胶，并

采用净水浇洒养护。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特征在于，种植缓

冲保护区种植土下部的表层沙土首先进行碱激化固化处理并做防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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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属于环境治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配合国家西部开发的整体战略，需要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是发展地

区经济的重要命脉，国家在西部广泛建设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以打通地区经济血脉。交通

路网常需要从沙漠化严重的区域穿过，沙化土地区在风沙侵扰下经常出现道路被掩埋的情

况，并且掩埋区域位置不定，往往需要人工进行开挖清扫，清除路面，严重影响道路尤其是

铁路的通行效率，并且长期的风沙侵蚀对路基的破坏同样极大，严重影响道路寿命。

[0003] 目前，在实际应用中，施工方多采用砌砖墙作为挡沙墙的形式来阻挡风沙，而沙化

地无法提供相应的建筑材料，需要从其他地方运输而来，运输成本极高，而且经过一定时间

的风沙侵蚀后，挡沙墙的效果下降，没有办法很好地满足挡沙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其

能有效地阻挡风沙对道路的侵扰，防止道路被沙掩埋，还能够对道路周围的沙化地进行改

造，有利于周围进行植被种植，能够改善沙化进程。并且固沙挡沙墙就地取材直接采用当地

沙土制成，降低施工成本，简化施工过程。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S1：迎着主风向方设立若干挡沙墙，相邻的挡沙墙之间留置一定空间；

[0007] S2：在背风侧挡沙墙迎着主风向侧设置固沙推进区；

[0008] S3：在背风侧挡沙墙一定距离内设置种植区，在种植区内种植植株较高的草本固

沙植物或固沙灌木，并使用净水浇洒灌溉；

[0009] S4：在挡沙墙背风面内侧与种植区之间设置种植缓冲保护区，在种植缓冲保护区

内种植较低矮的固沙植物，使用净水浇洒灌溉，种植缓冲保护区经过治理后过渡为种植区。

[0010] 进一步地，在步骤S1中，挡沙墙采用植物挡沙墙、固沙挡沙墙或植物固沙混合挡沙

墙。

[0011] 进一步地，固沙挡沙墙采用在沙化地中直接就地取沙的方式获取建筑材料，固沙

挡沙墙在沙化地上进行堆叠，每堆叠200mm厚度的沙层使用废碱液浇灌在固沙挡沙墙上进

行碱激化固化，逐渐垒高形成挡沙墙。

[0012] 进一步地，在固沙挡沙墙每层沙碱激化固化前加入废塑料丝或废纤维。

[0013] 进一步地，在固沙挡沙墙的高度达标后，采用地膜覆盖在固沙挡沙墙表面。

[0014] 进一步地，废碱液为地下盐碱水蒸发处理后的残液，地下盐碱水处理后的净水用

于步骤S3和步骤S4中的植物浇洒灌溉。

[0015]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在固沙推进区内的地表沙上喷洒碱液，使表层沙受到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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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固化，固沙推进区内的表层沙固化厚度在100mm以上。

[0016] 进一步地，在步骤S3中，对种植区进行区块划分，分区移除种植区表面300mm～

400mm厚的沙土。

[0017] 进一步地，对移除表层沙土后的种植区表层下部100mm～150mm厚的沙土层中进行

碱激化加固形成不透水基层。

[0018] 进一步地，在碱激化加固过程中在沙土掺入粉煤灰。

[0019] 进一步地，在不透水基层表面喷涂5mm厚的有机植物胶或覆盖塑料不透水地膜。

[0020] 进一步地，对移除的表层土进行去盐碱和添加有机质的改良，并掺入有机质土和

有机植物胶。

[0021] 进一步地，在步骤S4中，在种植缓冲保护区表面100mm～200mm厚度的沙土中掺入

有机质土和有机植物胶，并采用净水浇洒养护。

[0022] 进一步地，种植缓冲保护区种植土下部的表层沙土首先进行碱激化固化处理并做

防渗处理。

[0023] 本发明的一种沙化地治理固沙及种植一体化方法能够有效地阻挡风沙对道路的

侵扰，防止道路被沙掩埋，还能够对道路周围的沙化地进行改造，有利于周围进行植被种

植，能够改善沙化进程。并且固沙挡沙墙就地取材直接采用当地沙土制成，降低施工成本，

简化施工过程。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写和阐述。

[0025] 图1是本发明首选实施方式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的平面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首选实施方式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的侧视图。

[0027] 附图说明：1、挡沙墙；2、固沙推进区；3、种植缓冲保护区；4、种植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附图、通过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的描述，更加清楚、完整地阐述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9] 如图1所示，本发明首选实施方式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30] S1：迎着主风向方设立若干挡沙墙1，相邻的挡沙墙1之间留置一定空间；

[0031] S2：在背风侧挡沙墙1迎着主风向侧设置固沙推进区2；

[0032] S3：在背风侧挡沙墙1一定距离内设置种植区4，在种植区4内种植植株较高的草本

固沙植物或固沙灌木，并使用净水浇洒灌溉；

[0033] S4：在挡沙墙1背风面内侧与种植区4之间设置种植缓冲保护区3，在种植缓冲保护

区3内种植较低矮的固沙植物，使用净水浇洒灌溉，种植缓冲保护区3经过治理后过渡为种

植区4。

[0034] 以下对本发明的一种沙化地固沙治理及种植一体化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0035] 在我国西部沙化区域进行铁路或公路设施建设时，往往面临风沙侵扰掩埋路面的

困境，在沙化地区域，专用工程车辆难以进入，为了维持通车，常需要人工铲除沙土，清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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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或铁轨供车辆通行，不仅费时费力，还大大影响了通行效率。

[0036] 参考图1，本发明首先在道路主风向方的一侧设立挡沙墙1，挡沙墙1可以设置为多

个，相邻的挡沙墙1之间留置一定的空间，由挡沙墙1直接对吹向道路方向的风沙进行阻挡，

多个挡沙墙1依次将吹来的风沙逐层蓄积，避免风沙侵扰道路或者堆积在路面上。多层挡沙

墙1之间留置的空间有利于加强阻挡风沙的效果。

[0037] 本发明中的挡沙墙1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固沙挡沙墙、植物挡沙墙或植物固沙混合

挡沙墙。其中固沙挡沙墙作为优选方案。

[0038] 固沙挡沙墙直接就地取沙，无需使用其他建筑材料，有利于降低成本，并且免除了

向沙化地中心运输建筑材料的难处，极大简化了施工过程。固沙挡沙墙采用在沙地上逐渐

垒高堆起沙陇的方式，每堆起200mm高的挡沙墙，使用碱激发剂浇灌沙土，对沙土进行碱激

化固化。碱激发剂采用废碱液，废碱液是对沙化地当地地下或地表盐碱水负压蒸发处理后

的残液，其中含有大量的盐碱成分，加入沙地中能够与沙中的硅产生反应，使沙之间互相连

接紧固，板结后形成一定强度。每一层沙形成强度后再继续垒高固沙挡沙墙，并重复浇灌废

碱液碱激发固化的过程，逐渐垒高形成固沙挡沙墙。固沙挡沙墙的高度根据道路所在地风

沙的具体情况而定，高度在1m～3m范围内。

[0039] 固沙挡沙墙高度达标后，可以采用高强度塑料地膜覆盖在固沙挡沙墙的表面，可

以保持固沙挡沙墙表面沙土的稳定性，避免固沙挡沙墙彻底固化成型前表面沙土脱落，并

且可以提前投入使用时间，尽早实现阻挡风沙的效果。

[0040] 在每层沙碱激化固化前，可以在沙土中拌入一定量的废塑料或废纤维，废塑料或

废纤维在沙土中起支撑骨架的作用，结合碱激发固化，能够大大提升固沙挡沙墙成型后的

强度，从而固沙挡沙墙能够承受更大风力而不致垮塌。

[0041] 远离道路的挡沙墙1两侧分别设有固沙推进区2，固沙推进区2的大小根据实际治

沙情况进行划定，在固沙推进区2内的沙土表面喷洒废碱液，对表层沙土进行碱激发固化，

固化的厚度在100mm以上。通过固化的方式使固沙推进区2保持无浮沙状态，有利于减少当

风沙吹袭时随风吹向道路的沙土量。

[0042] 最后一道挡沙墙1内接近道路的一侧设置为种植区4，种植区4内种植较大型的灌

木或乔木、草本植物等，用于长期固沙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了这类植物能够正常生长，需要

对种植区4内的沙土进行有效处理。首先对种植区4进行区域划分，分区移除种植区4表层

300mm～400mm厚的表层沙土，对移除的表层沙土进行去盐碱处理，并在其中添加有机质改

良，根据种植植物的需要，在改性去盐碱的表层沙土中在掺入一定量的有机质土和有机植

物胶，通过有机质土和有机植物胶实现保水和土壤保持的效果。表层沙土改良的同时，在移

除表层沙土的种植区4进行沙土层碱激发固化，形成不透水基层，在沙土层固化的过程中可

以在其中添加一定量的粉煤灰，提高沙土固化的效果。不透水基层形成后，在其表面覆盖不

透水塑料地膜或喷涂5mm厚的有机植物胶，这两种措施可以根据当地地下水情况组合使用，

其目的在于阻隔含有盐碱的地下水渗透到不透水基层上的种植土壤中影响植物的生长。设

置阻隔层后，再将经过去盐碱改性的表层沙土回填，即可进行植物种植，植物种植后，采用

符合浇灌标准的净水浇洒灌溉，可以采用沙化地当地地下或地表盐碱水负压蒸发处理后的

制得的净水，达到水资源充分利用的目的。

[0043] 在最后一道挡沙墙1与种植区4之间，设置种植缓冲保护区3，在种植缓冲保护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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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100mm～200mm厚的表层沙土中掺入一定量的有机质土和有机植物胶，表层沙土下方通

过碱激发固化方式形成固化基层，固化基层上根据当地地下水情况采取必要的防水渗透处

理。然后在表层沙土上种植耐碱耐寒的草本植物，并采用符合灌溉标准的净水浇洒灌溉，在

种植草本植物一定时间后，也可逐步将种植缓冲保护区3过渡为种植区4，种植较大型的固

沙植物。

[0044] 本发明的一种沙化地治理固沙及种植一体化方法能够有效地阻挡风沙对道路和

铁路的侵扰，防止道路被沙掩埋，还能够对道路周围的沙化地进行改造，有利于周围进行植

被种植，能够改善沙化进程。并且固沙挡沙墙就地取材直接采用当地沙土制成，降低施工成

本，简化施工过程。

[0045]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而并非对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构思和精神范畴的前提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根据本发明所提供的文字描述、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所作出的各种变形、替代和改进，

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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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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