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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

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浸泡含腐植酸的原

料，获得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以及棕腐植酸和黑

腐植酸混合物；S2.将土壤深翻至25~40cm，在未

被翻起的土壤表面喷洒磷酸氢二铵，磷酸氢二铵

的用量为0.5~3kg/亩，铺上脱硫石膏；S3.将翻起

的土壤与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煤渣和椰

糠混合均匀，混合后铺在脱硫石膏上；S4.在土壤

表层喷洒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S5.旋耕深翻至

25~40cm。本发明通过多种物质提高了盐碱地的

改良速度、增加了土壤中的营养成分，对于新疆

地区农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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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含腐植酸的原料粉碎至50~200目，所述含腐植酸的原料为褐煤和/或风化煤，加

入水，含腐植酸的原料与水的重量比为1:2~10，进行湿法球磨，沉淀，分离，上层清液为含黄

腐植酸的水溶液，沉淀为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

S2.  每年6~8月，将土壤深翻至25~40cm，在未被翻起的土壤表面喷洒磷酸氢二铵，磷酸

氢二铵的用量为0.5~3kg/亩，铺上脱硫石膏，所述脱硫石膏中CaSO4·2H2O的重量含量>82%，

脱硫石膏的用量为1500~2000kg/亩；

S3.将翻起的土壤与步骤S1中获得的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煤渣和椰糠混合均

匀，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的用量为0.5~3kg/亩，土壤、煤渣和椰糠的体积比为100:5~
20:5~20；混合后铺在脱硫石膏上；

S4.在土壤表层喷洒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用量为1~10kg/亩；

S5.10~30日后，旋耕深翻至25~40cm，并将土壤中的物质混合均匀；

所述步骤S2中，脱硫石膏预先混入麦芽糊精，再铺到未被翻起的土壤表面，麦芽糊精与

脱硫石膏的质量比为0.1~5:10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2中，土壤翻深至27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2中，脱硫石膏的用量为1900kg/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3中，土壤、煤渣和椰糠的体积比为100:10:10。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3中，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用量为2kg/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5中，15日后进行旋耕深翻。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步骤S6.30~50日后，在土壤中施入氮肥、磷肥、钾肥和微量元素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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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改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新疆农民来说，白花花的盐碱地就是他们的噩梦，在盐碱地上许多植物都无

法种植，成为制约农民增产增收的最大障碍。

[0003] 土壤盐碱化是指易溶性盐分在土壤表层积累的现象或过程，盐碱土壤可分为含硫

酸盐、氯化物为主的松盐土壤和含碳酸盐为主的碱土壤，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使农作物减产

或绝收，影响植被生长并间接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0004] 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盐碱土区，大部分重度盐碱化土地长期无法利用，严重制约着

新疆农业的发展。据统计，新疆盐碱土地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盐碱土地面积的1/

3，现有耕地的32.6%已出现次生盐碱化。而因为地处内陆封闭环境，丰富的盐类物质只能在

区内循环，致使土壤残余积盐和现代积盐过程都十分强烈，这些都是造成新疆农业低产的

主要因素。

[0005] 为发展新疆农业生产，已有相关科研团队根据其技术成果在新疆做了盐碱地改良

的工作，盐碱地的改良较多地仍以采取两种方式为主：（1）通过淋洗土壤的方式进行排盐，

该方法虽已将数万亩土地改造成了良田，但由于其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而新疆又

极度缺水，因此该方法并不是长久之计（2）种植盐生植物，通过盐生植物进行吸盐，但该种

植过程较长，投入较大。

[0006] 针对目前改良土壤的现状，研究一种快速、经济的改良土壤的方法是非常有必要

的。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可快速对新疆盐碱地进行改

良，且改良成本低，有利于在新疆广泛推广。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 .将含腐植酸的原料粉碎至50~200目，所述含腐植酸的原料为褐煤和/或风化

煤，加入水，含腐植酸的原料与水的重量比为1:2~10，进行湿法球磨，沉淀，分离，上层清液

为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沉淀为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

[0011] S2.将土壤深翻至25~40cm，在未被翻起的土壤表面喷洒磷酸氢二铵，磷酸氢二铵

的用量为0.5~3kg/亩，铺上脱硫石膏，所述脱硫石膏中CaSO4·2H2O的重量含量>82%，脱硫石

膏的用量为1500~2000kg/亩；

[0012] S3.将翻起的土壤与步骤S1中获得的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煤渣和椰糠混

合均匀，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的用量为0.5~3kg/亩，土壤、煤渣和椰糠的体积比为

100:5~20:5~20；混合后铺在脱硫石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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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S4 .在土壤表层喷洒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用量为1~10kg/

亩；

[0014] S5.10~30日后，旋耕深翻至25~40cm，并将土壤中的物质混合均匀。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S2中，脱硫石膏预先混入麦芽糊精，再铺到未被翻起的土壤表

面，麦芽糊精与脱硫石膏的质量比为0.1~5:1000。

[0016] 优选的，所述步骤S2中，土壤翻深至27cm。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S2中，脱硫石膏的用量为1900kg/亩。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S3中，土壤、煤渣和椰糠的体积比为100:10:10。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S3中，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用量为2kg/亩。

[0020] 优选的，所述步骤S5中，15日后进行旋耕深翻。

[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S2中，将土壤深翻的时间为每年6~8月。

[0022] 优选的，还包括步骤S6.30~50日后，在土壤中施入氮肥、磷肥、钾肥和微量元素肥

料。

[0023] 本发明首先从形成盐碱土的原因出发，盐碱土的渗透性一般很差，在犁底层以下，

都有不同程度的结核或板结的夹层，因此，首先必须先打破这些夹层，将其改良至具有良好

的透水性和渗透性的土壤，针对这一目的，本发明利用了新疆丰富的煤资源，从其中分别提

取出了黄腐植酸以及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通过土壤本身自带的碱性对棕腐植酸和

黑腐植酸混合物进行活化，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与钠离子结合，形成腐植酸钠，促进土壤团

粒结构形成，可有效提高土壤的保水性能，提高土壤有机、无机复合度，且棕腐植酸和黑腐

植酸混合物可以初步中和盐碱土的碱性，另外，本发明还在土壤中配合混入了煤渣和椰糠，

煤渣的颗粒结构、和椰糠纤维结构可增强土壤的通透性，有效地防止土壤板结。

[0024] 在土壤混合了腐植酸、煤渣和椰糠后，还在土壤表面配合使用了黄腐植酸，黄腐植

酸是优良的保水剂，能有效减少水分的蒸发，促进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的活化，同时

提高了土壤中的可溶性腐殖酸含量，增加了土壤中的营养成分。

[0025] 在盐碱土通过腐殖酸进行初步改良后，与脱硫石膏混合，形成了团粒结构的土壤

由于具有一定的胶粘性，能与脱硫石膏很好的混合，加快脱硫石膏降低土壤pH值、碱化度、

以及交换钠离子的速度，且由于预先进行了盐碱土的初步改良，腐植酸吸附了钠离子，钙离

子经腐植酸吸附、混合能快速代换出土壤中的钠离子，形成营养的钙质土，可代换性的钠离

子从土壤胶体中转入土壤溶液，随灌溉水进入地下水或由排水渠排走，如此一来，有效地提

高了盐碱地的改良速度，且在改良的同时，还能提高土壤中的养分，调节土壤的微生物环

境。

[0026] 在施用脱硫石膏之前，还在未被翻起的土壤表面喷洒磷酸氢二铵，磷酸氢二铵呈

微酸性，可以中和土壤的碱性，且其具有一定的保水功能，能帮助控制深层土层盐分的增

加，提高土壤改良的持久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能增加土壤中的磷含量。

[0027] 另外，本发明还进一步在脱硫石膏中混入了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具有较好的浸润

效果，能促进脱硫石膏中的钙离子迅速渗入至土壤团粒结构中与钠离子发生置换，从而进

一步提高盐碱地的改良速度。

[0028] 在本发明中，改良盐碱地采用的物质包括煤渣、脱硫石膏，在新疆都是无需购置成

本的废物，将其应用于盐碱地的改良是废物再利用，有效的降低了盐碱地改良的成本。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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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过多种物质提高了盐碱地的改良速度、增加了土壤中的营养成分，对于新疆地区农业

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以下

实施例。

[0030] 实施例1

[0031] 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S1.将含腐植酸的原料粉碎至100目，含腐植酸的原料为褐煤，加入水，含腐植酸的

原料与水的重量比为1:5，进行湿法球磨，沉淀，分离，上层清液为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沉

淀为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

[0033] S2.在8月份，将土壤深翻至27cm，在未被翻起的土壤表面喷洒磷酸氢二铵，磷酸氢

二铵的用量为2kg/亩，铺上脱硫石膏，脱硫石膏中CaSO4·2H2O的重量含量>82%，脱硫石膏的

用量为1900kg/亩；

[0034] S3.将翻起的土壤与步骤S1中获得的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煤渣和椰糠混

合均匀，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的用量为2kg/亩，土壤、煤渣和椰糠的体积比为100:

10:10；混合后铺在脱硫石膏上；

[0035] S4.在土壤表层喷洒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用量为5kg/亩；

[0036] S5.20日后，旋耕深翻至30cm，并将土壤中的物质混合均匀。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S1 .将含腐植酸的原料粉碎至50目，含腐植酸的原料为褐煤，加入水，含腐植酸的

原料与水的重量比为1:2，进行湿法球磨，沉淀，分离，上层清液为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沉

淀为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

[0040] S2.  在8月份，将土壤深翻至25cm，在未被翻起的土壤表面喷洒磷酸氢二铵，磷酸

氢二铵的用量为0.5kg/亩，铺上脱硫石膏，脱硫石膏中CaSO4·2H2O的重量含量>82%，脱硫石

膏的用量为1500kg/亩；

[0041] S3.将翻起的土壤与步骤S1中获得的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煤渣和椰糠混

合均匀，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的用量为3kg/亩，土壤、煤渣和椰糠的体积比为100:

20:20；混合后铺在脱硫石膏上；

[0042] S4.在土壤表层喷洒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用量为1kg/亩；

[0043] S5.30日后，旋耕深翻至25cm，并将土壤中的物质混合均匀。

[0044] 实施例3

[0045] 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S1.将含腐植酸的原料粉碎至200目，含腐植酸的原料为褐煤，加入水，含腐植酸的

原料与水的重量比为1:10，进行湿法球磨，沉淀，分离，上层清液为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沉

淀为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

[0047] S2.  在8月份，将土壤深翻至25cm，在未被翻起的土壤表面喷洒磷酸氢二铵，磷酸

氢二铵的用量为3kg/亩，铺上脱硫石膏，脱硫石膏中CaSO4·2H2O的重量含量>82%，脱硫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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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量为2000kg/亩；

[0048] S3.将翻起的土壤与步骤S1中获得的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煤渣和椰糠混

合均匀，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的用量为3kg/亩，土壤、煤渣和椰糠的体积比为100:5:

5；混合后铺在脱硫石膏上；

[0049] S4.在土壤表层喷洒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用量为10kg/亩；

[0050] S5.10日后，旋耕深翻至25cm，并将土壤中的物质混合均匀。

[0051] 实施例4

[0052] 一种脱硫石膏改良新疆盐碱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S1.将含腐植酸的原料粉碎至100目，含腐植酸的原料为褐煤，加入水，含腐植酸的

原料与水的重量比为1:5，进行湿法球磨，沉淀，分离，上层清液为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沉

淀为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

[0054] S2.在8月份，将土壤深翻至27cm，在未被翻起的土壤表面喷洒磷酸氢二铵，磷酸氢

二铵的用量为2kg/亩，取脱硫石膏，预先混入麦芽糊精，麦芽糊精与脱硫石膏的质量比为1:

1000，然后铺上脱硫石膏，脱硫石膏中CaSO4·2H2O的重量含量>82%，脱硫石膏的用量为

1900kg/亩；

[0055] S3.将翻起的土壤与步骤S1中获得的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煤渣和椰糠混

合均匀，棕腐植酸和黑腐植酸混合物的用量为2kg/亩，土壤、煤渣和椰糠的体积比为100:

10:10；混合后铺在脱硫石膏上；

[0056] S4.在土壤表层喷洒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含黄腐植酸的水溶液用量为5kg/亩；

[0057] S5.20日后，旋耕深翻至30cm，并将土壤中的物质混合均匀。

[0058] 效果验证实施例

[0059] 上述实施例1~4改良的土壤试验地位于新疆，30日后，在改良的土壤中施入含氮

肥、磷肥、钾肥和微量元素肥料的复混肥25kg/亩作为基肥，4月中旬，在上述实施例1~4分别

改良的土壤上播种油葵，每个实施例改良土壤的种植面积均为9亩地，播种深度为4cm，每亩

保留苗为5500株/亩，开花期叶面追施硼肥；9月中旬收获油葵。

[0060] 收获后，每亩地采集表层土壤样品，自然风干后过2mm土壤筛进行理化性质测定：

全盐采用质量法测定；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有效磷采用Olsen法；速效钾通过乙酸

铵提取采用火焰光度计法测定；速效氮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测定结果见表1。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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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收获的油葵产量情况见表2。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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