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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所述

修复方法，包括土地修整、修筑围堰、第一次灌

溉、第二次灌溉、第三次灌溉、抽排浓咸水、融冰

洗盐。本发明所述盐碱地生态改良方法，在第二

年6月份冰融水全部渗入下后，盐碱地地下水位

由平均1.5米，下降到平均3.9米；盐碱地土壤PH

从8.9，下降到7.6；盐分从平均的6.80‰，下降到

1.014‰。每100亩盐碱地晒得结晶盐168吨，获得

可灌溉的融冰淡水485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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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修复方法，包括土地修整、修筑围堰、第

一次灌溉、第二次灌溉、第三次灌溉、抽排浓咸水、融冰洗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次灌溉，在

冬天封冻前，抽取盐碱地的地下水对该盐碱地进行第一次灌溉，浇灌水完成向地下渗透后，

表层20cm土壤有效持水量达到砂土15.5‑16.5%、壤土17.5‑18.5%、粘土19.5‑20.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次灌溉，当

夜间气温逐渐下降到0℃以下后，土壤表层完全冻结，冻土厚度达到19‑21cm时，抽取该盐碱

地的地下水，进行预降温至2‑4℃，对盐碱地进行第二次灌溉，在土壤表层冻土上方形成9‑

11cm深的水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次灌溉，当

夜间气温逐渐下降到‑6℃以下，第二次灌溉的水全部冻结，在地表上面形成冰层后，进行三

次灌溉。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次灌溉，抽

取该盐碱地中的地下水预降温至2‑4℃时，对盐碱地进行浇灌，在地表冰层上方形成40‑

45cm深水层为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次灌溉，浇

完水后再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深度下降到砂土9.5‑10.5米以下、壤土8.5‑9.5米以下、

粘土7.5‑8.5米以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排浓咸水，在

地下冻土和第二次灌溉形成的冰层的总厚度融化至9‑11cm时，或第三次灌溉水的结冰厚度

达到30‑35cm时，或表面冰层以下的未结冰水中含盐量达到2.8‑3.2%时，开始抽排浓咸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融冰洗盐，随着

温度逐渐变暖，盐碱地的冻土层在地热作用下率先融化，土壤恢复渗透能力，随着冰层慢慢

融化，冰融水渗入地下时，将盐碱地上层土壤的盐分逐渐溶解稀释带入地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地修整，对盐

碱土地进行整平，土地表面平整度0‑50mm；按地势的水流方向，每间隔100‑150米，开挖一条

主排水沟渠，将开挖的土方在主排水沟渠两侧修筑围堰，在垂直于主排水沟渠方向，每间隔

40‑60米，修筑一条围堰。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钻

设竖井，在土地修整前在盐碱地中进行钻设竖井，用于抽取地下水，粘土土层按照每口竖井

辐射直径144‑148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方式进行布置，深度宜在10‑15米；壤土土层按照

每口竖井辐射直径164‑170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方式进行布置，深度在15‑20米；砂土土

层按照每口竖井辐射直径192‑196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方式进行布置，深度在20‑2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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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属于盐碱地修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盐是农作物赖以维持生长的必需元素。但盐并非没有害处，盐碱地就是为盐所害，

土壤里盐类集积一定程度就影响到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我国是盐碱地大国，面积总量位居

世界第三。我国盐碱地的形成，大部分与土壤中可溶性盐和碳酸盐的积累有关，盐碱化度普

遍较高，严重的盐碱地植物几乎不能生存。

[0003] 由于各省份的盐碱地类型、成因及气候特点不同，因此，改良利用盐碱地技术和方

法也不相同。从遏制盐碱地产生的原因入手，我国形成了水利工程、生物、农艺、化学等8大

体系40多项适用于盐碱地治理与农业高效利用的实用技术。工程措施如灌溉洗盐、明沟或

暗管排水工程；生物措施如调整农业结构、合理布局作物、种植耐盐品种等；农业措施如土

地平整、深耕深翻、客土压盐、压砂改良等；化学措施如施用土壤改良剂。从实践情况看，各

种盐碱地改良措施各有优缺点。比如，通过水利工程方法排盐，引进淡水灌溉洗盐，能够降

低土壤含盐量，加速盐碱地改良。可是这种常规操作，对于某些淡水资源非常匮乏的地区显

然行不通。另外，采用淡水灌溉洗盐，洗盐后产生大量的咸水，进入河流可能会对河流生态

环境以及下游流域土壤带来危害；在没有排水条件地区，洗盐后的咸水还会渗透至地下，使

得地下水位上升，加重地下水和土壤的盐碱化度。

[0004] 盐碱地是大地上的顽疾，更是很珍贵的土地资源。盐碱地生态修复是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要任务，是推进精准扶贫、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小康的重大举措。但是，现有技术

在盐碱地的改良上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实现以下发明

目的：

（1）降低成本，不额外利用淡水资源；

（2）避免淡水灌溉洗盐后的咸水对环境和地下水位的不良影响。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所述修复方法，包括土地修整、修筑围堰、第一次灌溉、

第二次灌溉、第三次灌溉、抽排浓咸水、融冰洗盐。

[0007] 所述第一次灌溉，在冬天封冻前，抽取盐碱地的地下水对该盐碱地进行第一次灌

溉，浇灌水完成向地下渗透后，表层20cm土壤有效持水量达到砂土15.5‑16.5%、壤土17.5‑

18.5%、粘土19.5‑20.5%。

[0008] 所述第一次灌溉，最低温度在0℃以上。

[0009] 所述第二次灌溉，当夜间气温逐渐下降到0℃以下后，土壤表层完全冻结，冻土厚

度达到19‑21cm时，抽取该盐碱地的地下水，进行预降温至2‑4℃，对盐碱地进行第二次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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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在土壤表层冻土上方形成9‑11cm深的水层。

[0010] 所述第三次灌溉，当夜间气温逐渐下降到‑6℃以下，第二次灌溉的水全部冻结，在

地表上面形成冰层后，进行三次灌溉。

[0011] 所述第三次灌溉，抽取该盐碱地中的地下水预降温至2‑4℃时，对盐碱地进行浇

灌，在地表冰层上方形成40‑45cm深水层为止。

[0012] 所述第三次灌溉，浇完水后再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深度下降到砂土9.5‑10.5

米以下、壤土8.5‑9.5米以下、粘土7.5‑8.5米以下。

[0013] 所述抽排浓咸水，在地下冻土和第二次灌溉形成的冰层的总厚度融化至9‑11cm

时，或第三次灌溉水的结冰厚度达到30‑35cm时，或表面冰层以下的未结冰水中含盐量达到

2.8‑3.2%时，开始抽排浓咸水。

[0014] 所述融冰洗盐，随着温度逐渐变暖，盐碱地的冻土层在地热作用下率先融化，土壤

恢复渗透能力，随着冰层慢慢融化，冰融水渗入地下时，将盐碱地上层土壤的盐分逐渐溶解

稀释带入地下。

[0015] 所述土地修整，对盐碱土地进行整平，土地表面平整度0‑50mm；按地势的水流方

向，每间隔100‑150米，开挖一条主排水沟渠，将开挖的土方在主排水沟渠两侧修筑围堰，在

垂直于主排水沟渠方向，每间隔40‑60米，修筑一条围堰。

[0016] 所述方法还包括钻设竖井，在土地修整前在盐碱地中进行钻设竖井，用于抽取地

下水，粘土土层按照每口竖井辐射直径144‑148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方式进行布置，深

度宜在10‑15米；壤土土层按照每口竖井辐射直径164‑170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方式进

行布置，深度在15‑20米；砂土土层按照每口竖井辐射直径192‑196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

方式进行布置，深度在20‑25米。

[0017] 在我国盐碱地主要分布的“三北”地区（北方各省和东北、西北地区），漫长冬季具

有丰富冷能资源，光照充足具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综合利用这些地区冷能资源、太阳能资

源，可以对盐碱地地下咸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盐碱地地下的咸水进行冷能

淡化、融冰淡水洗盐和浓缩咸水的盐分固化处理，在淡水资源匮乏的“三北”地区实现对盐

碱地投资省、能耗低、无污染的生态修复。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取得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所述盐碱地生态改良方法，在第二年6月份冰融水全部渗入下后，盐碱地地

下水位由平均1.5米，下降到平均3.9米；盐碱地土壤PH从8.9，下降到7.6；盐分从平均的

6.80‰，下降到1.014‰。每100亩盐碱地晒得结晶盐168吨，获得可灌溉的融冰淡水4850吨

（是冷冻池中保存的冰融化得到的淡水）。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一种盐碱地生态修复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在9月中旬‑10月中旬，完成盐碱地的竖井施工、土地修整、修建冷冻池、蒸发池。

根据地势、地形和面积，按年分、分批次，先从地势高的盐碱地开始修复，最后修复地势洼的

盐碱地。

[0020] ①竖井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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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盐碱地土层厚度、地下水位和土质种类钻设竖井。

[0021] 粘土土层按照每口竖井辐射直径146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方式进行布置，按

1000亩盐碱地，共计钻设40口竖井，深度宜在10‑15米左右；

壤土土层按照每口竖井辐射直径166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方式进行布置，按

1500亩盐碱地，共计钻设40口竖井，深度宜在15‑20米左右；

砂土土层按照每口竖井辐射直径194米，采用等边三角形网的方式进行布置，按

1800亩盐碱地，共计钻设40口竖井，深度宜在20‑25米左右。

[0022] ②土地修整

根据土地形状，按长100‑150米、宽40‑60米为一个地块，对盐碱土地进行整平，土

地表面平整度0‑50mm。

[0023] 按地势的水流方向，每间隔100‑150米，开挖一条主排水沟渠，沟渠上宽160cm、底

宽80cm、深度60cm。将开挖的土方在主排水沟渠两侧修筑围堰，围堰底宽80cm、上宽40cm、高

60cm。

[0024] 根据地块整理情况，在垂直于主排水沟渠方向，每间隔40‑60米，修筑一条底宽

60cm、上宽30cm、高50cm围堰。

[0025] 将上述主排水沟渠和围堰上覆盖5mm防渗薄膜。

[0026] 在上述整平的地块内，按垂直于主排水沟渠方向整理出宽40cm、深30cm的2条支排

水沟，保证支排水沟都与主排水沟在排水时能够连通，咸水通过水势自然流出。

[0027] 对盐碱土地进行深耕一遍，耕翻深度为15cm‑25cm，耕后耙平，要求土块细碎、地面

平整。

[0028] ③修建冷冻池、蒸发池

选择邻近上述盐碱地块的区域，开挖土方，四周筑堰。按照20m×100m×2m规格，修

建简易蒸发池；按照20m×100m×3m规格，修建简易冷冻池。每修复100亩盐碱地修建冷冻池

2个、蒸发池1个。冷冻池、蒸发池底部和四周围堰要压实，并在底部及四周铺设5mm防渗薄

膜，做好周边薄膜的压实，避免鼓风、漏水等情况。

[0029] 2.在10月底前，完成盐碱地的第一遍浇水。

[0030] ①将潜水泵放至竖井底部，抽取地下水至主排水沟渠，通过主排水沟渠和支排水

沟，对整理好的盐碱地进行第一次浇灌。粘土土层每亩大约浇灌120m³，壤土土层每亩大约

浇灌135m³，砂土土层每亩大约浇灌150m³（通过沟渠灌水，可以减轻水流对土壤冲刷）。

[0031] ②在封冻前，第一遍浇水全部渗入地下，地表无积水。浇灌水完成向地下渗透后，

表层20cm土壤有效持水量达到砂土16%、壤土18%、粘土20%。

[0032] 第一遍浇水，最低温度在0℃以上。

[0033] 在11月中旬，完成盐碱地的第二遍浇水。

[0034] ①当夜间气温逐渐下降到0℃以下后，利用冷气温对土地表层土壤进行冻结。

[0035] ②在土壤表层完全冻结，冻土厚度达到20cm时，先抽取地下水至冷冻池中，进行预

降温至2‑4℃。

[0036] ③抽取冷冻池未结冰的预冷水（温度是2‑4℃），送至主排水沟渠，通过主排水沟渠

和支排水沟，对盐碱地进行第二遍浇水，在土壤表层冻土上方形成10cm左右深的水层。

[0037] 抽取地下水至冷冻池预降温，是防止地下水温度过高，融化冻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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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在11月下旬，完成盐碱地的第三遍浇水。

[0039] ①随着气温逐渐下降（‑6℃以下），第二遍浇水全部冻结，在地表上面形成平整的

冰层后，进行第三遍浇水。

[0040] ②抽取地下水送到冷冻池中预降温至2‑4℃时。将池中水泵送到送至主排水沟渠，

通过主排水沟渠和支排水沟，对盐碱地的进行第三遍浇灌。在地表冰层上方形成40‑45cm深

水层为止。

[0041] ③抽取地下水，使地下水位深度下降到砂土10米、壤土9米、粘土8米以下。多余地

下水可抽排到待治理低洼盐碱地中。

[0042] 在12月中旬前后，完成抽排浓咸水。

[0043] ①对地下冻土和水下冰层融化情况，以及地表上面水结冰情况定期进行打孔观

测。

[0044] ②在地下冻土和水下冰层总厚度融化至10cm左右，或最上层水结冰厚度达到30‑

35cm左右时，或未结冰水中含盐量达到3%左右时，开始抽排浓咸水。

[0045] ③将支排水沟渠都与主排水沟渠连通，将未结冰的浓咸水排放到主排水沟里。将

主排水沟浓咸水输送到冷冻池。

[0046] 浓咸水的处理

①将收集到冷冻池中的浓咸水（上述抽取的3%左右的未结冰的浓咸水），再次进行

冷冻结冰。根据当地冬季集冷量情况，当冰层达到最大层度，或不结冰的浓咸水浓度达到

10%‑12%时，抽排到蒸发池。

[0047] ②将冰储放在冷冻池中，待下一年春季融化后作为灌溉淡水，在土壤干旱时对农

作物进行灌溉。

[0048] ③收集的高浓度咸水存放蒸发池中，在下一年春季光晒蒸发，得到结晶盐。

[0049] 下一年春季，用冰融化水洗盐。

[0050] ①待到春季天气逐渐变暖，盐碱地的冻土层在地热作用下率先融化，土壤恢复渗

透能力。

[0051] ②随着冰层慢慢融化，冰融水渗入地下时，将盐碱地上层土壤的盐分逐渐溶解稀

释带入地下。

[0052] 改良效果

本发明所述盐碱地生态改良方法，在第二年6月份冰融水全部渗入下后，盐碱地地

下水位由平均1.5米，下降到平均3.9米；盐碱地土壤pH从8.9，下降到7.6；盐分从平均的

6.80‰，下降到1.014‰。每100亩盐碱地晒得结晶盐168吨，获得可灌溉的融冰淡水4850吨

（是冷冻池中保存的冰融化得到的淡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703851 A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