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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盐碱地治理方法，本发明是

一种投入少效率高既能脱盐又能培肥盐碱地的

快速治理方法，通过建立简单的蓄水排盐设施，

充分利用雨季自然降水使土壤脱盐，并促使水

绵、青苔等水生藻类滋生繁殖，形成水面覆盖，缺

水时覆盖物阻滞土壤水分蒸发防止返盐，保持雨

季土壤的脱盐效果，其死亡分解又可以增加土壤

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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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通过在盐碱地建立蓄水排盐设施，利用自

然降水使所述盐碱地的土壤脱盐，并促使水生植物在所述盐碱地上形成覆盖，在降低所述

盐碱地含盐量的同时培肥所述盐碱地的土壤以使所述盐碱地的土壤符合可耕种土壤的标

准，所述蓄水排盐设施则转作为耕种设施；

该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选取待进行治理的盐碱地地块，在所述盐碱地地块的外周挖掘排盐沟；

(2)挖掘排盐沟的土方叠加堆放于所述排盐沟内侧的所述盐碱地地块上，叠加堆放的

土方用于构筑蓄水池的围堰；

(3)利用由所述围堰构筑出的蓄水池存储自然降水；

(4)营养所述蓄水池中存储的自然降水，促使围堰内水域全面覆盖水生植物；

(5)所述围堰转作为耕种时的保水梗，所述排盐沟转作为耕种时的排水渠；

其中，所述水生植物为水生藻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盐碱地为沿海滩涂盐碱

地；所述蓄水排盐设施包括围堰、由封闭围堰构筑的蓄水池和设于所述围堰外周的开放式

排盐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排盐沟包括排盐

主沟和排盐支沟，所述排盐主沟设于所述盐碱地地块的相对的两侧并联通至外部河流，所

述排盐支沟与所述排盐主沟垂直联通，将夹于所述排盐主沟之间的盐碱地地块分割成若干

小块地块。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池构筑在由所述排盐

主沟和所述排盐支沟形成的所述小块地块上，所述排盐主沟的沟深大于1.5m；所述排盐支

沟的沟深在0.5-1.0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围堰为内梗外沟

防侧漏的封闭围堰；所述蓄水池的深度在0.2-0.4m；所述蓄水池的面积在2-10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营养所述蓄水池

中存储的自然降水，促使围堰内水域全面覆盖水生植物包括：

a.在首次治理的盐碱地地块上构筑蓄水池时需要向蓄水池中引入提供水生植物的初

步繁殖源，或人工添加水生植物的繁殖体；

b.在雨季结束之前进行人工增肥，使水生植物大量生长形成水面覆盖。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藻类为可以快速生长

的水生藻类；所述可以快速生长的水生藻类包括水绵、青苔；

步骤b所述人工增肥为磷肥氮肥配合使用，人工增施磷肥、氮肥。

8.根据权利要求7述的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增施磷肥、氮肥的施肥

量为，五氧化二磷30kg/亩，尿素10kg/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盐碱地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对所述盐碱地

治理的检测和蓄水排盐设施的长期使用，所述检测包括：

在春耕之前检测上一年长成的水生藻类地表覆盖物下方0-20cm耕作层土壤的盐分值，

如果土壤含盐量小于1.5‰，即可进行农业耕种，如果土壤含盐量高于1.5‰，则重复蓄水、

施肥的步骤直至土壤盐分符合耕种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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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盐碱地治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用地整地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盐碱地治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江苏沿海拥有1000多万亩滩涂，占中国滩涂总面积的30％以上，且每年仍以3万亩

左右的成陆速度淤长，这一广袤的滩涂资源是大自然赋予东部地区最具潜力的土地后备资

源，对补充耕地资源不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新围垦的滩涂含

盐量高、土壤贫瘠，利用常规技术改良需要大量的淡水或很高的成本，特别是江苏沿海的大

部分新围垦滩涂地势较高(如江苏“第一围”的40万亩条子泥、金海农场、黄海场等)，附近各

条大河(如东台河、梁垛河、方塘河等)供水困难，必须依靠动力提水，成本较高，与此同时江

苏丰沛的自然降水(全年平均降水量为1022.7毫米)利用率却不高，大量降水通过地表径流

回归大海，水土流失浪费严重。

[0003] 现有成熟的盐碱地改良技术主要依靠大量的淡水灌溉洗盐，然后种植水稻，如江

苏省顺泰农场万亩盐田脱盐种稻的改良技术，需要深耕、晒田、淡水浸泡、旋耕重复3遍以

上，和超常规50％以上的化肥用量才能获得水稻高产，即便如此复垦3年内还不能种植旱

粮，未能实现旱季土壤脱盐；盐碱地暗管排盐技术是通过深层土壤的暗管将下渗的盐分排

到外沟，成本高投入大，且不能增加土壤有机质；一些盐碱地调理剂的改良措施只能缓解植

物的盐害，无法根除土壤中的盐分，也不能明显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利用作物秸秆覆盖

的淋洗脱盐技术局限性较强：需要大量的农作物秸秆，不抗风、难铺设、不易粉碎还田，无蓄

水能力，只能改良渗漏性好的沙性土壤；部分牛粪、城市污泥等改良措施存在投入大、重金

属污染等问题。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盐碱地治理方法，该方法是一种投入少效率高既

能脱盐又能培肥盐碱地的快速治理方法。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盐碱地治理方法，该方法通过在盐碱地建立蓄水排盐设施，利用自然降水使

所述盐碱地的土壤脱盐，并促使水生植物在所述盐碱地上形成覆盖，在降低所述盐碱地含

盐量的同时培肥所述盐碱地的土壤以使所述盐碱地的土壤符合可耕种土壤的标准，所述蓄

水排盐设施则转作为耕种设施。

[0008] 优选地，所述盐碱地为沿海滩涂盐碱地；所述蓄水排盐设施包括围堰、由封闭围堰

构筑的蓄水池和设于所述围堰外周的开放式排盐沟。

[0009] 优选地，该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选取待进行治理的盐碱地地块，在所述盐碱地地块的外周挖掘排盐沟；

[0011] (2)挖掘排盐沟的土方叠加堆放于所述排盐沟内侧的所述盐碱地地块上，叠加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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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土方用于构筑蓄水池的围堰；

[0012] (3)利用由所述围堰构筑出的蓄水池存储自然降水；

[0013] (4)营养所述蓄水池中存储的自然降水，促使围堰内水域全面覆盖水生植物；

[0014] (5)所述围堰转作为耕种时的保水梗，所述排盐沟转作为耕种时的排水渠。

[0015] 优选地，步骤(1)所述排盐沟包括排盐主沟和排盐支沟，所述排盐主沟设于所述盐

碱地地块的相对的两侧并联通至外部河流，所述排盐支沟与所述排盐主沟垂直联通，将夹

于所述排盐主沟之间的盐碱地地块分割成若干小块地块。

[0016] 优选地，所述蓄水池构筑在由所述排盐主沟和所述排盐支沟形成的所述小块地块

上，所述排盐主沟的沟深大于1.5m；所述排盐支沟的沟深在0.5-1.0m。

[0017] 优选地，步骤(2)所述围堰为内梗外沟防侧漏的封闭围堰；所述蓄水池的深度在

0.2-0.4m；所述蓄水池的面积在2-10亩。

[0018] 防侧漏的围堰利用雨季的自然降水形成地表浅水池，减少了地表径流损耗，使得

池内的雨水只能蒸发或向下渗漏，充分利用了降水淋洗土壤盐分的功能，围外开放性排盐

深沟将下渗的盐分排向外河，增强了下渗排盐的效果，适合各种性质的盐碱土脱盐。

[0019] 优选地，步骤(4)所述营养所述蓄水池中存储的自然降水，促使围堰内水域全面覆

盖水生植物包括：

[0020] a .在首次治理的盐碱地地块上构筑蓄水池时需要向蓄水池中引入提供水生植物

的初步繁殖源，或人工添加水生植物的繁殖体；

[0021] b.在雨季结束之前进行人工增肥，使水生植物大量生长形成水面覆盖。

[0022] 优选地，步骤a所述水生植物为水生藻类；所述水生藻类为可以快速生长的水生藻

类；所述可以快速生长的水生藻类包括水绵、青苔；

[0023] 步骤b所述人工增肥为磷肥氮肥配合使用，人工增施磷肥、氮肥。

[0024] 优选地，所述人工增施磷肥、氮肥的施肥量为，五氧化二磷30kg/亩，尿素10kg/亩。

[0025] 人工施肥使围堰内的水体富营养化，促使水绵、青苔等水生藻类滋生快长，特别是

雨热同步的5-9月，利用雨水、温度、光照等丰富的滩涂自然资源，水生藻类可以迅猛繁殖快

速铺满水面，这些覆盖于水面的水生植物到脱水旱季死亡后形成了地表保护层，防止了旱

季缺水时的土壤蒸发返盐，其死亡后的残渣易分解，易耕翻还田，可以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

提高土壤肥力；

[0026] (5)所述围堰转作为耕种时的保水梗，所述排盐沟转作为耕种时的排水渠；

[0027] 治理盐碱地而构筑的围堰及排盐沟等设施均是长期有效，可以用于改良后农田的

保水埂和排水渠，纳入农田整治的初始规划，可以节约大量的投资成本，如果已经整好的农

田土壤仍然含有大量的盐，想要使用本发明方法降低土壤含盐量，则可以利用排水渠做排

盐主沟，在已有农田上增挖用于将农田分隔成小块地块的排盐支沟即可。

[0028] 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对所述盐碱地治理的检测和蓄水排盐设施的长期使用，

所述检测包括：

[0029] 在春耕之前检测上一年长成的水生藻类地表覆盖物下方0-20cm耕作层土壤的盐

分值，如果土壤含盐量小于1.5‰，即可进行农业耕种，如果土壤含盐量高于1.5‰，则重复

蓄水、施肥的步骤直至土壤盐分符合耕种标准值。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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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1、本发明提出采取挖掘排盐沟，建立内埂外沟防侧漏的围堰，利用雨季的自然降

水形成地表浅水池，减少了地表径流损耗，使得池内的雨水只能蒸发或向下渗漏，充分利用

了降水淋洗土壤盐分的功能，围外开放性排盐深沟将下渗的盐分排向外河，增强了下渗排

盐的效果，适合各种性质的盐碱土脱盐。

[0032] 2、本发明通过采取人工增施磷肥、氮肥，在温度、光照适宜的条件下促使水体富营

养化，使其滋生水绵、青苔等水生藻类并快速生长繁殖，形成围内区域水面的全覆盖，待其

旱季脱水其死亡后，密集与地表形成致密的覆盖层，覆盖阻滞了被覆盖的土壤水分蒸发，从

而达到抑制土壤返盐、增加有机质含量改良土壤的目的。

[0033] 3、本发明提出的深沟围堰蓄水排盐等设施均是一次性投入长期有效使用，投入

小，利用效率高，具有良好的经济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蓄水排盐设施的剖面示意图；

[0035] 图2为蓄水排盐设施的俯视示意图。

[0036] 图中，1-围堰；2-蓄水池；3-排盐主沟；4-排盐支沟；5-水生植物；6-盐碱地。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下面所具体描述的内容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不应以此限制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8] 江苏沿海拥有1000多万亩滩涂，占中国滩涂总面积的30％以上，且每年仍以3万亩

左右的成陆速度淤长，但围垦的滩涂含盐量高、土壤贫瘠，需要对土壤进行改良才能作为农

耕用地，而且江苏沿海的大部分新围垦滩涂地势较高(如江苏“第一围”的40万亩条子泥、金

海农场、黄海场等)，想要从附近各条大河(如东台河、梁垛河、方塘河等)供水困难，必须依

靠动力提水，成本较高，与此同时江苏却又具有丰沛的自然降水(全年平均降水量为1022.7

毫米)。

[0039] 因而在改良滩涂方面，一方面因为需要大量淡水，依靠动力和高成本从各条河流

中取水，另一方面，对自然降水利用不足，大量降水通过地表径流回归大海，造成水土流失，

浪费严重。

[0040] 本发明方法则是一种投入少效率高既能脱盐又能培肥盐碱地的快速治理方法，通

过建立简单的蓄水排盐设施，充分利用雨季自然降水使土壤脱盐，并促使水绵、青苔等水生

藻类滋生繁殖，形成水面覆盖，缺水时覆盖物阻滞土壤水分蒸发防止返盐，保持雨季土壤的

脱盐效果，其死亡分解又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而改良盐碱

地的蓄水排盐设施，在改良过后可以作为农业生产和耕种的设施，具有一次性投入，长期有

效使用，投入小，利用效率高的经济实用性。

[0041]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方法中的蓄水设施包括防侧漏的封闭围堰1，围堰构筑形

成的蓄水池2及围堰外开放的排盐主沟3，排盐支沟4组成。

[0042] 本发明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选取待进行治理的盐碱地地块，在该盐碱地地块的外周挖掘排盐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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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排盐沟包括排盐主沟3和排盐支沟4，排盐主沟3设于盐碱地6地块的相对的两侧并

联通至外部河流，排盐支沟4与所述排盐主沟3垂直联通，将夹于排盐主沟3之间的盐碱地6

地块分割成若干小块地块，蓄水池则构筑在这些被分割出的小块地块上；

[0045] (2)挖掘排盐沟的土方叠加堆放于该排盐沟内侧的盐碱地6地块上作为用于构筑

形成蓄水池2的围堰1，并夯实叠加堆放的土方，以形成稳固的围堰；

[0046] (3)利用蓄水池2存储自然降水；

[0047] 本发明采取的挖掘排盐沟，建立内埂外沟防侧漏围堰，利用雨季自然降水形成地

表浅水池的方法，减少了地表径流损耗，使得蓄水池内的雨水只能蒸发或向下渗漏，这样既

充分利用了降水，通过降水来淋洗土壤盐分，又通过围堰外开放性的排盐沟将下渗的盐分

排向外河，增强了下渗排盐的效果，因而，该方法适合于各种性质的盐碱土脱盐；

[0048] 具体实践中的操作如下：

[0049] 在选定的滩涂地上选取矩形的条状田块，在选定的地块四周挖掘排盐沟，排盐沟

与外部河流联通，排盐沟包括排盐主沟3和排盐支沟4，可以根据田块的形状挖掘排盐沟，如

田块为条状，则在田块的长度方向上挖掘排盐主沟3，宽度方向挖掘排盐支沟4，排盐支沟4

与排盐主沟3相通并垂直，如一块50米*60米的条状田块经排盐支沟4分隔后形成3块50米*

20米的小块地块；一般排盐主沟的深度需要在1.5米以上，内部的支沟深度则在0.6米左右；

挖排盐沟挖出的土方叠加堆放于排盐沟内侧，作为蓄水池2的围堰1；围堰1要注意防止侧

漏，所以要夯实挖排盐沟时叠加堆放在盐碱地6地块上的土方，围堰1内部的蓄水池2一般深

度在0.3米左右，大小与形状根据滩涂土壤的盐分高低及地形地貌来规划，盐分高则蓄水池

2的面积相应减小，盐分低则蓄水池2的面积可以扩大，一般蓄水池2的面积控制在10亩以

内；建好的蓄水池2用来收集自然降水，并利用收集的雨季的自然降水建立水层；淡水水层

在温度、光照适宜的条件下既可以滋生水绵、绿藻、青苔等水生植物5形成水面覆盖；除了满

足水生植物5生长所需的水层外，蓄水池中收集的多余的淡水又可以向下渗漏将土表及上

层土壤中的可溶性盐分向深层转移，最后进入池外的排盐沟排向外河；

[0050] (4)营养蓄水池2中存储的自然降水，促使围堰1内水域全面覆盖水生植物；

[0051] 淡水水层在温度、光照适宜的条件下既可以滋生水绵、绿藻、青苔等水生植物5，如

果采取措施促使水体富营养化，加快水体中水绵、青苔等水生藻类的滋生及快速生长繁殖，

形成围堰1内区域水面的全覆盖，等到旱季这些水藻脱水死亡后，会密集的与地表形成致密

的覆盖层，而形成的覆盖层可以阻滞被覆盖土壤的水分蒸发，从而达到抑制土壤返盐、增加

有机质含量改良土壤的目的；

[0052] 为了加快水生植物5的繁殖速度让其在雨季结束之前大量生长形成水面覆盖，因

而要在光照、温度适宜的条件下使围堰1内水体富营养化，为此本发明采用人工增施磷肥、

氮肥的措施；对于在首次改良的滩涂上新建的蓄水池2，需要引入灌溉水以提供水生藻类的

初步繁殖源，或人工添加水生藻类的繁殖体；施肥时要求磷肥氮肥配合使用，施加的肥量为

磷肥(P2O5)30公斤/亩，尿素10公斤/亩。

[0053] (5)围堰1转作为耕种时的保水梗，排盐主沟3和排盐支沟4转作为耕种时的排水

渠；

[0054] 治理盐碱地6而构筑的围堰1及排盐主沟3，排盐支沟4等设施均是长期有效，可以

用于改良后农田的保水埂和排水渠，纳入农田整治的初始规划，可以节约大量的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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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经整好的农田土壤仍然含有大量的盐，想要使用本发明方法降低土壤含盐量，则可

以利用排水渠做排盐主沟，在已有农田上增挖用于将农田分隔成小块地块的排盐支沟即

可。

[0055] 对于改良后的农田，要进行科学检测，以保证符合农田耕种标准，一般在春节耕种

之前检测上一年长成的水生藻类地表覆盖物下方耕作层的0-20cm的土壤盐分值，如果含盐

量在1.5‰以下即可进行相应的农业耕种措施，如果盐分高于1.5‰的标准则重复蓄水、施

肥的步骤直至土壤盐分符合农业耕种标准。

[0056]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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