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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对废弃盐池内及周边土壤

进行检测，根据土壤含盐量划分改良区域；将含

盐量小于2％的表层土壤沿盐池纵向推至边界一

侧；开挖盐池一侧的淤泥土，将其推至盐池边界

另一侧，晾晒至可进行机械碾压为止；在已经挖

掘淤泥土的一侧，上机械碾压整平后，开挖排盐

盲沟，回填石硝、盲管，石硝及盲管构成淋层；淋

层回填完，铺设无纺布，砌筑排盐井后，铺设纵向

土工布并固定；将尚未做排盐工程的一侧，开挖

淤泥土，晾晒，上机械碾压整平后开槽做排盐，回

填淋层至设计高度；铺设无纺布；将两次挖出的

盐池淤泥分别在异地掺拌。本发明减少了盐池整

治过程中的土方运输工程且高效利用了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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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对废弃盐池内及周边土壤进行检测，根据土壤含盐量划分改良区域；

2)将含盐量小于2％的表层土壤沿盐池纵向推至边界一侧；；

3)开挖盐池一侧的淤泥土，将其推至盐池边界另一侧，晾晒至可进行机械碾压为止；

4)在已经挖掘淤泥土的一侧，上机械碾压整平后，开挖排盐盲沟，回填石硝、盲管，石硝

及盲管构成淋层；

5)淋层回填完，铺设无纺布，砌筑排盐井后，铺设纵向土工布并固定；

6)将尚未做排盐工程的一侧，开挖淤泥土，晾晒，上机械碾压整平后开槽做排盐，回填

淋层至设计高度；铺设无纺布；

7)将两次挖出的盐池淤泥分别在异地掺拌，掺拌均匀后回填至设计高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步骤1)中，根据

土壤含盐量划分为三种情况，土壤含盐量小于1.5％；土壤含盐量为1.5％～3％；土壤含盐

量大于3％；

根据三种不同的情况，在步骤7)中，添加不同的调理剂进行掺拌；

土壤含盐量小于1.5％时，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各组

分占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8～12％，8～12％，4～6％；优选的，10％，10％，5％；

土壤含盐量1.5％～3％，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各组

分占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13～17％，8～12％，5～7％；优选的，15％∶10％∶6％；

土壤含盐量大于3％，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各组分占

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23～27％，18～22％，6～10％；优选的，25％∶20％∶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8)，在

整平好的地面上，施用改良肥，进行旋耕掺拌；

以及步骤9)，打出若干小畦，进行浇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取土深

度为60～100cm，检测取出土壤的含盐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以及步骤6)

中，滨海盐土的排盐管埋深为1.3米，间距8米；海湾泥吹填土排盐管埋深1.5米，间距2-3米；

回填石硝规格为1-3；盲管沟为30cm*30cm，盲管为pe双壁波纹管，淋层高度为3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所述步骤5)以及步骤6)中淋层

上铺设无纺布，无纺布的规格为60-100g/m2。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改良肥为含有

活性钙离子的酸性改良肥；改良肥的厚度为旋耕深度的18～22％；优选的，20％。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9)中打出若干

小畦，进行浇灌，小畦长度为8～12m；宽度为0.8～1.2m，采用间歇性浇灌，水土比例在1.2∶1

～0.9∶1；优选的，小畦长度为10m；宽度为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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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盐碱土排盐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适用于滨海地区废弃盐池土改

良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沿海地区的开发建设需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态园林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但沿

海地区土壤盐渍化给园林绿化建设，增加若干难度。以往开发建设都是在客土绿化的基础

上进行，这无疑增大土地资源供应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合理利用，有效开发盐渍化

土壤是沿海区域绿化的重要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适用于滨海地区盐池开挖淤泥土改良的排盐结

构，以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合理利用，有效开发盐渍化土壤。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对废弃盐池内及周边土壤进行检测，根据土壤含盐量划分改良区域；

[0007] 2)将含盐量小于2％的表层土壤沿盐池纵向推至边界一侧；一般表层经过多年的

风化，含盐量稍低一些。含盐低在改良上层，高盐度放在下层，土方量允许的情况下考虑放

在淋层之下。

[0008] 3)开挖盐池一侧的淤泥土，将其推至盐池边界另一侧，晾晒至可进行机械碾压为

止；

[0009] 4)在已经挖掘淤泥土的一侧，上机械碾压整平后，开挖排盐盲沟，回填石硝、盲管，

石硝及盲管构成淋层；

[0010] 5)淋层回填完，铺设无纺布，砌筑排盐井后，铺设纵向土工布并固定；排盐井是收

集从排盐沟中排出的淋洗液用的。

[0011] 6)将尚未做排盐工程的一侧，开挖淤泥土，晾晒，上机械碾压整平后开槽做排盐，

回填淋层至设计高度；铺设无纺布；

[0012] 7)将两次挖出的盐池淤泥分别在异地掺拌，掺拌均匀后回填至设计高度。

[0013] 本申请采用原位改良，在开挖盐池后，将底泥放置空地晾晒，推出一侧的目的就是

为了做排盐工程。将盐池分为两部分，分别进行排盐处理，可以针对地上植物种植范围调整

地下改土深度及排盐管的位置。

[0014] 优选的，所步骤1)中，根据土壤含盐量划分为三种情况，土壤含盐量小于1.5％；土

壤含盐量为1.5％～3％；土壤含盐量大于3％；

[0015] 根据三种不同的情况，在步骤7)中，添加不同的调理剂进行掺拌；

[0016] 土壤含盐量小于1.5％时，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

各组分占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8～12％，8～12％，4～6％；优选的，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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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土壤含盐量1.5％～3％，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

各组分占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13～17％，8～12％，5～7％；优选的，15％∶10％∶6％；

[0018] 土壤含盐量大于3％，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各组

分占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23～27％，18～22％，6～10％；优选的，25％∶20％∶8％。

[0019] 优选的，还包括步骤8)，在整平好的地面上，施用改良肥，进行旋耕掺拌；

[0020] 以及步骤9)，打出若干小畦，进行浇灌。

[0021] 优选的，步骤1)中，取土深度为60～100cm。检测取出土壤的含盐量，这个检测含盐

量的深度也是根据设计的植物而定。

[0022] 优选的，步骤4)以及步骤6)中，滨海盐土的排盐管埋深为1.3米，间距8米；海湾泥

吹填土排盐管埋深1.5米，间距2-3米；回填石硝的规格为1-3，粒径为16-31.5mm；盲管沟为

30cm*30cm，盲管为pe双壁波纹管，淋层高度为30cm。

[0023] 优选的，所述步骤5)以及步骤6)中淋层上铺设无纺布，无纺布的规格为60-100g/

m2。

[0024] 优选的，所述改良肥为含有活性钙离子的酸性改良肥；改良肥的厚度为旋耕深度

的18～22％；优选的，20％。

[0025] 优选的，步骤9)中打出若干小畦，进行浇灌，小畦长度为8～12m；宽度为0.8～

1.2m，采用间歇性浇灌，水土比例在1.2∶1～0.9∶1；优选的，小畦长度为10m；宽度为1m。

[0026]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所述的适用于滨海地区盐池开挖淤泥土改良的方法，具

有以下优势：

[0027] 本发明所述的改良的的方法，适用于土壤盐渍化区域的盐池淤泥的改良与利用。

减少了盐池整治过程中的土方运输工程且高效利用了淤泥。本方法提供一种新型的土壤改

良的方法，该方法根据地上植被根系特性确定土壤改良深度，加快土壤改良的周期，这样不

但降低工程费用，而且降低后期养护成本。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改良的盐池的剖视图。

[0029] 1、改良后土壤；2、淋层；3、盲管；4、原土。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除有定义外，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普遍

理解的相同含义。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试验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生化试剂；所述

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32] 首先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将表层含盐量低的土壤堆至项目边界一侧，露出槽底进

行晾晒同时开挖盐池内淤泥质土(经检测土壤含盐量更高)，经过晾晒土壤含水率降至可以

进行掺拌即可。根据土壤含盐量设计排盐沟的宽度，完成种植乔木及小灌木下排盐工程，与

此同时可掺拌改良剂到含盐量低的土壤中，待排盐工程完成回填改良土。回填至设计高度，

一侧铺设土工布。开挖后淤泥质土壤回填50cm后，机械碾压整平，做排盐系统，与此同时异

地掺拌改良剂到含盐高的土壤中，待排盐完成后回填至设计高度。整体回填完毕，打埂，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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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脱盐。

[0033] 一种废弃盐池土土壤改良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对废弃盐池内及周边土壤进行检测，根据土壤含盐量划分改良区域；

[0035] 2)将含盐量小于2％的表层土壤沿盐池纵向推至边界一侧；一般表层经过多年的

风化，含盐量稍低一些。

[0036] 3)开挖盐池一侧的淤泥土，将其推至盐池边界另一侧，晾晒至可进行机械碾压为

止；

[0037] 4)在已经挖掘淤泥土的一侧，上机械碾压整平后，开挖排盐盲沟，回填石硝、盲管，

石硝及盲管构成淋层；

[0038] 5)淋层回填完，铺设无纺布，砌筑排盐井后，铺设纵向土工布并固定；排盐井是收

集从排盐沟中排出的淋洗液用的。

[0039] 6)将尚未做排盐工程的一侧，开挖淤泥土，晾晒，上机械碾压整平后开槽做排盐，

回填淋层至设计高度；铺设无纺布；

[0040] 7)将两次挖出的盐池淤泥分别在异地掺拌，掺拌均匀后回填至设计高度。

[0041] 本申请采用原位改良，在开挖盐池后，将底泥放置空地晾晒，推出一侧的目的就是

为了做排盐工程。将盐池分为两部分，分别进行排盐处理，可以针对地上植物种植范围调整

地下改土深度及排盐管的位置。

[0042] 所步骤1)中，根据土壤含盐量划分为三种情况，土壤含盐量小于1.5％；土壤含盐

量为1.5％～3％；土壤含盐量大于3％；

[0043] 根据三种不同的情况，在步骤7)中，添加不同的调理剂进行掺拌；

[0044] 土壤含盐量小于1.5％时，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

各组分占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10％，10％，5％；

[0045] 土壤含盐量1.5％～3％，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

各组分占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15％∶10％∶6％；

[0046] 土壤含盐量大于3％，调理剂包括秸秆或园林废弃物，山皮砂，有机肥体，其中各组

分占整个土体的体积比为：25％∶20％∶8％。

[0047] 还包括步骤8)，在整平好的地面上，施用改良肥，进行旋耕掺拌；以及步骤9)，打出

若干小畦，进行浇灌。

[0048] 步骤1)中，取土深度为90cm。检测取出土壤的含盐量，这个检测含盐量的深度也是

根据设计的植物而定。

[0049] 步骤4)以及步骤6)中，滨海盐土的排盐管埋深为1.3米，间距8米；海湾泥吹填土排

盐管埋深1.5米，间距2-3米；回填石硝为1.3大小；盲管沟为30cm*30cm，盲管为pe双壁波纹

管，淋层高度为30cm。

[0050] 所述步骤5)以及步骤6)中淋层上铺设无纺布，无纺布的规格为100g/m2。

[0051] 所述改良肥为含有活性钙离子的酸性改良肥；改良肥的厚度为旋耕深度的20％。

[0052] 步骤9)中打出若干小畦，进行浇灌，小畦长度为10m；宽度为：1m，采用间歇性浇灌，

水土比例在1∶1；优选的，小畦长度为10m；宽度为1m。

[0053] 高大乔木选择改良深度80cm，灌木及草本改良深度50cm。

[0054] 在改良后的土壤上进行植物的种植，植物成活率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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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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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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