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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土壤修复剂，由以下重量份

数的原料组成：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30-

40份、活性污泥5-10份、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1-5

份、椰壳活性炭2-8份、竹叶粉1-5份。本发明还公

开了所述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及其使用方法。

本发明公开的土壤修复剂制备和适用方法简单、

操作方便、使用安全环保、对土壤修复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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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

机肥30-40份、活性污泥5-10份、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1-5份、椰壳活性炭2-8份、竹叶粉1-5

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的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Ⅰ将季铵盐15、富马酸亚铁、L-乙烯基甘氨酸、引发剂溶于高沸点溶剂中，在氮气或惰性

气体氛围70-80℃下搅拌反应4-6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

70-80℃下烘10-15小时，得到中间产物A；

Ⅱ将经过步骤Ⅰ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A、[[[[(2R ,3S,4R ,5R)-5-(6-氨基嘌呤)-3,4-二

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酰]氨基]膦酸溶于二甲亚砜中形成溶

液，再向其中加入碱性催化剂，在60-80℃下搅拌反应6-8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出的

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75-85℃下烘12-18小时，得到中间产物B；

Ⅲ将经过步骤Ⅱ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B加入到水中，然后向其中滴加质量分数为20-

30％的氢氧化钾溶液调节PH＝7，得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步骤Ⅰ中所述季铵盐15、富马酸亚

铁、L-乙烯基甘氨酸、引发剂、高沸点溶剂的质量比为1:2:1:(0.02-0.04):(15-2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沸点溶剂选自二甲亚砜、N,

N-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引发剂选自偶氮二异丁腈、偶氮二

异庚腈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惰性气体选自氦气、氖气、氩气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步骤Ⅱ中所述中间产物A、[[[[(2R,

3S,4R,5R)-5-(6-氨基嘌呤)-3,4-二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

酰]氨基]膦酸、二甲亚砜、碱性催化剂的质量比为2:1:(10-15):0.5；所述碱性催化剂选自

氢氧化钾、碳酸钾、叔丁基醇钾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步骤Ⅲ中所述中间产物B、水的质量

比为1:(5-1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氧化石墨烯分散于N,N-二甲基甲酰胺中，再向其中加入淀粉和氢氧化

钾，在80-90℃下搅拌反应6-8小时，后在水中沉出，将沉出的改性氧化石墨烯用水离心洗涤

5-7次，再置于真空干燥箱90-100℃下烘10-15小时，得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氧化石墨烯、N,N-二甲基甲酰胺、淀

粉、氢氧化钾的质量比为(3-5):(10-15):0.5:0.3。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将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至于无菌的塑料薄膜上，摊平，盖上无菌的塑料

薄膜，紫外线杀菌1-3天，掀去薄膜，置于阴凉地加入活性污泥混匀备用；

步骤S2：将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混合均匀，干燥后磨粉，过100-

200目目筛，备用；

步骤S3：将经过步骤S1制备得到的有机肥和经过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淀粉改性氧化石墨

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的混合物混合均匀，得到土壤修复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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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土壤修复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修复剂的使用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土壤修复剂均匀的撒在土壤上面，厚度为2-5厘米，再用翻土机

将土壤修复剂和土壤混合均匀，使得土壤修复剂占表层土壤体积的15％-25％，7-10天后即

完成土壤修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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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壤修复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修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土壤修复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布局调整，许多化肥厂、农药厂、化工厂等大量

排放有机废弃物的企业从城市中心搬迁出去，出现了大量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

业和商业用地。这些用地大部分由于进入了大量化学品，给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当土壤中

含有害物质过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引起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微生

物活动受到抑制；土壤中的有害物质通过挥发、地下水、植物吸附和积累，并通过空气、水、

食物链富集到人和动物体内，从而危害人畜健康，引发癌症等疾病。因此，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这些污染土壤需要进行环境评估并根据污染情况进行修复之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0003] 污染土壤修复一般是通过转移、吸附、转化和降解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

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物质转化为无毒无害的物质。目前，主要修复方法包括物

理分离法、溶液淋漓法、固定转化法、电动力法、萃取法、氧化法、还原法、土壤修复剂法及生

物修复法等。但这些技术或多或少存在成本高、修复污染单一、修复效果有待提高等问题。

其中，土壤修复剂法是在实际中应用较广，重点发展和推广的主流修复技术，而此技术的关

键是起土壤修复剂，它的性能直接决定土壤修复的效果。然而，现有技术中的土壤修复剂修

复效果欠佳，对土壤有二次污染，只具有单一的功能，而无防虫防菌和增肥作用。

[0004] 申请号为20111041314.5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利用耐镉的烟草品种、壳聚糖溶

液和活化土壤中重金属的微生物来共同作用进行土壤修复的方法，但是由于其是基于与作

物品种的配合，因而使用作物范围较窄，同时重复性较低。

[0005] 因此，开发一种低成本、简便、高效、环境友好的新型土壤修复剂符合市场需求，具

有广泛是市场前景和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制备简单、操作方便、使用

安全环保、对土壤修复效果好的土壤修复剂，同时提供该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土壤修复剂，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30-40

份、活性污泥5-10份、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1-5份、椰壳活性炭2-8份、竹叶粉1-5份。

[0009] 优选地，所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Ⅰ将季铵盐15、富马酸亚铁、L-乙烯基甘氨酸、引发剂溶于高沸点溶剂中，在氮气或

惰性气体氛围70-80℃下搅拌反应4-6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

燥箱70-80℃下烘10-15小时，得到中间产物A；

[0011] Ⅱ将经过步骤Ⅰ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A、[[[[(2R,3S,4R,5R)-5-(6-氨基嘌呤)-3,

4-二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酰]氨基]膦酸溶于二甲亚砜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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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溶液，再向其中加入碱性催化剂，在60-80℃下搅拌反应6-8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

出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75-85℃下烘12-18小时，得到中间产物B；

[0012] Ⅲ将经过步骤Ⅱ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B加入到水中，然后向其中滴加质量分数为

20-30％的氢氧化钾溶液调节PH＝7，得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

[0013] 优选地，步骤Ⅰ中所述季铵盐15、富马酸亚铁、L-乙烯基甘氨酸、引发剂、高沸点溶

剂的质量比为1:2:1:(0.02-0.04):(15-20)。

[0014] 优选地，所述高沸点溶剂选自二甲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中的

一种或几种；所述引发剂选自偶氮二异丁腈、偶氮二异庚腈中的至少一种。

[0015] 优选地，所述惰性气体选自氦气、氖气、氩气中的至少一种。

[0016] 优选地，步骤Ⅱ中所述中间产物A、[[[[(2R,3S,4R,5R)-5-(6-氨基嘌呤)-3,4-二

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酰]氨基]膦酸、二甲亚砜、碱性催化剂

的质量比为2:1:(10-15):0.5。

[0017] 较佳地，所述碱性催化剂选自氢氧化钾、碳酸钾、叔丁基醇钾中的至少一种。

[0018] 优选地，步骤Ⅲ中所述中间产物B、水的质量比为1:(5-10)。

[0019] 优选地，所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氧化石墨烯分散

于N,N-二甲基甲酰胺中，再向其中加入淀粉和氢氧化钾，在80-90℃下搅拌反应6-8小时，后

在水中沉出，将沉出的改性氧化石墨烯用水离心洗涤5-7次，再置于真空干燥箱90-100℃下

烘10-15小时，得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

[0020] 较佳地，氧化石墨烯、N,N-二甲基甲酰胺、淀粉、氢氧化钾的质量比为(3-5):(10-

15):0.5:0.3。

[0021] 优选地，所述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2] 步骤S1：将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至于无菌的塑料薄膜上，摊平，盖上无菌的

塑料薄膜，紫外线杀菌1-3天，掀去薄膜，置于阴凉地加入活性污泥混匀备用；

[0023] 步骤S2：将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混合均匀，干燥后磨粉，过

100-200目目筛，备用；

[0024] 步骤S3：将经过步骤S1制备得到的有机肥和经过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淀粉改性氧化

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的混合物混合均匀，得到土壤修复剂。

[0025] 优选地，所述土壤修复剂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土壤修复剂均匀的撒

在土壤上面，厚度为2-5厘米，再用翻土机将土壤修复剂和土壤混合均匀，使得土壤修复剂

占表层土壤体积的15％-25％，7-10天后即完成土壤修复过程。

[0026]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公开的土壤修复剂，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简单易行，对设备依赖性不

高，原料易得，制备成本低廉，适合规模化生产。

[0028] (2)本发明公开的土壤修复剂，克服了现有技术中传统土壤修复剂或多或少存在

的成本高、修复污染单一、修复效果有待提高、对土壤有二次污染的技术问题，具有低成本、

简便、高效、环境友好的优点。

[0029] (3)本发明公开的土壤修复剂，结合了生物修复和化学试剂修复的优点，通过引入

活性污泥及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两者通过离子键连接，使得土壤修复剂性能更加

持久稳定，分子链上较多的羧基、氨基、羟基有利于对土壤中重金属离子的络合固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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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物活性，另外，添加了亚铁结构，能降低土壤毒性，活性污泥中所含复杂微生物又可以

利用有机肥对重金属离子进行还原，从而起到土壤修复作用。

[0030] (4)本发明公开的土壤修复剂，添加了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

粉，协同作用，提高对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吸附作用，提高修复效果，且淀粉、椰壳活性炭

和竹叶粉这些天然材料具有自降解功能，不会造成二次污染，还可以疏松土壤，防止土壤板

结；各成分协同作用，使得本土壤修复剂同时具备污染治理、土壤改良、降解农药化肥残留、

提高土壤营养等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述中的优

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

[0032] 本发明实施例中使用的原料购于摩贝(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土壤修复剂，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30份、

活性污泥5份、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1份、椰壳活性炭2份、竹叶粉1份。

[0035] 所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Ⅰ将季铵盐1510g、富马酸亚铁20g、L-乙烯基甘氨酸10g、偶氮二异丁腈0.2g溶于二

甲亚砜150g中，在氮气氛围70℃下搅拌反应4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

真空干燥箱70℃下烘10小时，得到中间产物A；

[0037] Ⅱ将经过步骤Ⅰ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A20g、[[[[(2R,3S,4R,5R)-5-(6-氨基嘌呤)-

3,4-二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酰]氨基]膦酸10g溶于二甲亚

砜100g中形成溶液，再向其中加入氢氧化钾5g，在60℃下搅拌反应6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

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75℃下烘12小时，得到中间产物B；

[0038] Ⅲ将经过步骤Ⅱ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B10g加入到水50g中，然后向其中滴加质量

分数为30％的氢氧化钾溶液调节PH＝7，得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

[0039] 所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氧化石墨烯30g分散于N,

N-二甲基甲酰胺100g中，再向其中加入淀粉5g和氢氧化钾3g，在80℃下搅拌反应6小时，后

在水中沉出，将沉出的改性氧化石墨烯用水离心洗涤5次，再置于真空干燥箱90℃下烘10小

时，得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

[0040]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1] 步骤S1：将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至于无菌的塑料薄膜上，摊平，盖上无菌的

塑料薄膜，紫外线杀菌1天，掀去薄膜，置于阴凉地加入活性污泥混匀备用；

[0042] 步骤S2：将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混合均匀，干燥后磨粉，过

100目目筛，备用；

[0043] 步骤S3：将经过步骤S1制备得到的有机肥和经过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淀粉改性氧化

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的混合物混合均匀，得到土壤修复剂。

[0044]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土壤修复剂均匀的撒在土壤

上面，厚度为2厘米，再用翻土机将土壤修复剂和土壤混合均匀，使得土壤修复剂占表层土

壤体积的15％，7天后即完成土壤修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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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实施例2

[0046] 一种土壤修复剂，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33份、

活性污泥7份、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2份、椰壳活性炭4份、竹叶粉2份。

[0047] 所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8] Ⅰ将季铵盐1510g、富马酸亚铁20g、L-乙烯基甘氨酸10g、偶氮二异庚腈0.25g溶于

N,N-二甲基甲酰胺160g中，在氦气氛围72℃下搅拌反应4.5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出

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72℃下烘11小时，得到中间产物A；

[0049] Ⅱ将经过步骤Ⅰ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A20g、[[[[(2R,3S,4R,5R)-5-(6-氨基嘌呤)-

3,4-二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酰]氨基]膦酸10g溶于二甲亚

砜115g中形成溶液，再向其中加入碳酸钾5g，在65℃下搅拌反应6.5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

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77℃下烘14小时，得到中间产物B；

[0050] Ⅲ将经过步骤Ⅱ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B10g加入到水65g中，然后向其中滴加质量

分数为28％的氢氧化钾溶液调节PH＝7，得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

[0051] 所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氧化石墨烯35g分散于N,

N-二甲基甲酰胺115g中，再向其中加入淀粉5g和氢氧化钾3g，在83℃下搅拌反应6.5小时，

后在水中沉出，将沉出的改性氧化石墨烯用水离心洗涤6次，再置于真空干燥箱93℃下烘12

小时，得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

[0052]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3] 步骤S1：将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至于无菌的塑料薄膜上，摊平，盖上无菌的

塑料薄膜，紫外线杀菌2天，掀去薄膜，置于阴凉地加入活性污泥混匀备用；

[0054] 步骤S2：将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混合均匀，干燥后磨粉，过

130目目筛，备用；

[0055] 步骤S3：将经过步骤S1制备得到的有机肥和经过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淀粉改性氧化

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的混合物混合均匀，得到土壤修复剂。

[0056]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土壤修复剂均匀的撒在土壤

上面，厚度为3厘米，再用翻土机将土壤修复剂和土壤混合均匀，使得土壤修复剂占表层土

壤体积的18％，8天后即完成土壤修复过程。

[0057] 实施例3

[0058] 一种土壤修复剂，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35份、

活性污泥8份、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3份、椰壳活性炭5份、竹叶粉4份。

[0059] 所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0] Ⅰ将季铵盐1510g、富马酸亚铁20g、L-乙烯基甘氨酸10g、偶氮二异丁腈0.3g溶于N-

甲基吡咯烷酮175g中，在氖气氛围75℃下搅拌反应5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出的聚合

物置于真空干燥箱75℃下烘13.5小时，得到中间产物A；

[0061] Ⅱ将经过步骤Ⅰ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A20g、[[[[(2R,3S,4R,5R)-5-(6-氨基嘌呤)-

3,4-二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酰]氨基]膦酸10g溶于二甲亚

砜125g中形成溶液，再向其中加入叔丁基醇钾5g，在70℃下搅拌反应7小时，后在丙酮中沉

出，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79℃下烘15小时，得到中间产物B；

[0062] Ⅲ将经过步骤Ⅱ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B10g加入到水75g中，然后向其中滴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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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为25％的氢氧化钾溶液调节PH＝7，得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

[0063] 所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氧化石墨烯40g分散于N,

N-二甲基甲酰胺135g中，再向其中加入淀粉5g和氢氧化钾3g，在85℃下搅拌反应7小时，后

在水中沉出，将沉出的改性氧化石墨烯用水离心洗涤7次，再置于真空干燥箱95℃下烘13.5

小时，得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

[0064]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5] 步骤S1：将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至于无菌的塑料薄膜上，摊平，盖上无菌的

塑料薄膜，紫外线杀菌1.5天，掀去薄膜，置于阴凉地加入活性污泥混匀备用；

[0066] 步骤S2：将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混合均匀，干燥后磨粉，过

150目目筛，备用；

[0067] 步骤S3：将经过步骤S1制备得到的有机肥和经过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淀粉改性氧化

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的混合物混合均匀，得到土壤修复剂。

[0068]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土壤修复剂均匀的撒在土壤

上面，厚度为4厘米，再用翻土机将土壤修复剂和土壤混合均匀，使得土壤修复剂占表层土

壤体积的20％，8.5天后即完成土壤修复过程。

[0069] 实施例4

[0070] 一种土壤修复剂，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38份、

活性污泥9份、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4份、椰壳活性炭7份、竹叶粉5份。

[0071] 所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2] Ⅰ将季铵盐1510g、富马酸亚铁20g、L-乙烯基甘氨酸10g、引发剂0.35g溶于高沸点

溶剂190g中，在氩气氛围78℃下搅拌反应5.5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

真空干燥箱78℃下烘14小时，得到中间产物A；所述引发剂是偶氮二异丁腈、偶氮二异庚腈

按质量比3:5混合而成的混合物；所述高沸点溶剂是二甲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

吡咯烷酮按质量比1:2:1混合而成的混合物；

[0073] Ⅱ将经过步骤Ⅰ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A20g、[[[[(2R,3S,4R,5R)-5-(6-氨基嘌呤)-

3,4-二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酰]氨基]膦酸10g溶于二甲亚

砜145g中形成溶液，再向其中加入碱性催化剂5g，在75℃下搅拌反应7.5小时，后在丙酮中

沉出，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83℃下烘17小时，得到中间产物B；所述碱性催化剂

是氢氧化钾、碳酸钾、叔丁基醇钾按质量比2:1:3混合而成的混合物；

[0074] Ⅲ将经过步骤Ⅱ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B10g加入到水95g中，然后向其中滴加质量

分数为23％的氢氧化钾溶液调节PH＝7，得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

[0075] 所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氧化石墨烯45g分散于N,

N-二甲基甲酰胺145g中，再向其中加入淀粉5g和氢氧化钾3g，在88℃下搅拌反应7.5小时，

后在水中沉出，将沉出的改性氧化石墨烯用水离心洗涤6次，再置于真空干燥箱98℃下烘14

小时，得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

[0076]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7] 步骤S1：将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至于无菌的塑料薄膜上，摊平，盖上无菌的

塑料薄膜，紫外线杀菌2.5天，掀去薄膜，置于阴凉地加入活性污泥混匀备用；

[0078] 步骤S2：将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混合均匀，干燥后磨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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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目目筛，备用；

[0079] 步骤S3：将经过步骤S1制备得到的有机肥和经过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淀粉改性氧化

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的混合物混合均匀，得到土壤修复剂。

[0080] 优选地，所述土壤修复剂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土壤修复剂均匀的撒

在土壤上面，厚度为4.5厘米，再用翻土机将土壤修复剂和土壤混合均匀，使得土壤修复剂

占表层土壤体积的23％，9天后即完成土壤修复过程。

[0081] 实施例5

[0082] 一种土壤修复剂，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40份、

活性污泥10份、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5份、椰壳活性炭8份、竹叶粉5份。

[0083] 优选地，所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84] Ⅰ将季铵盐1510g、富马酸亚铁20g、L-乙烯基甘氨酸10g、偶氮二异丁腈0.4g溶于N,

N-二甲基甲酰胺200g中，在氮气氛围80℃下搅拌反应6小时，后在丙酮中沉出，将沉出的聚

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80℃下烘15小时，得到中间产物A；

[0085] Ⅱ将经过步骤Ⅰ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A20g、[[[[(2R,3S,4R,5R)-5-(6-氨基嘌呤)-

3,4-二羟基四氢呋喃-2-基]甲氧基-羟基磷酰]氧基-羟基磷酰]氨基]膦酸10g溶于二甲亚

砜150g中形成溶液，再向其中加入叔丁基醇钾5g，在80℃下搅拌反应8小时，后在丙酮中沉

出，将沉出的聚合物置于真空干燥箱85℃下烘18小时，得到中间产物B；

[0086] Ⅲ将经过步骤Ⅱ制备得到的中间产物B10g加入到水100g中，然后向其中滴加质量

分数为20％的氢氧化钾溶液调节PH＝7，得到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

[0087] 所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氧化石墨烯50g分散于N,

N-二甲基甲酰胺150g中，再向其中加入淀粉5g和氢氧化钾3g，在90℃下搅拌反应8小时，后

在水中沉出，将沉出的改性氧化石墨烯用水离心洗涤7次，再置于真空干燥箱100℃下烘15

小时，得到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

[0088]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89] 步骤S1：将富马酸亚铁基离子型有机肥至于无菌的塑料薄膜上，摊平，盖上无菌的

塑料薄膜，紫外线杀菌3天，掀去薄膜，置于阴凉地加入活性污泥混匀备用；

[0090] 步骤S2：将淀粉改性氧化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混合均匀，干燥后磨粉，过

200目目筛，备用；

[0091] 步骤S3：将经过步骤S1制备得到的有机肥和经过步骤S2制备得到的淀粉改性氧化

石墨烯、椰壳活性炭和竹叶粉的混合物混合均匀，得到土壤修复剂。

[0092] 所述土壤修复剂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所述土壤修复剂均匀的撒在土壤

上面，厚度为5厘米，再用翻土机将土壤修复剂和土壤混合均匀，使得土壤修复剂占表层土

壤体积的25％，10天后即完成土壤修复过程。

[0093] 对比例

[0094] 市售土壤修复剂，购于山东某公司。

[0095] 将以上实施例1-5及对比例制备得到的土壤修复剂进行修复效果测试，测试结果

见表1。测试方法如下：选择某江苏某化工厂土壤污染区域为修复对象，取样深度为表层0～

10cm。采样前将土壤表面的覆盖物去除，将取回的土样置于塑料布上风干，待到半干后压碎

土块，去除石块等杂物，并铺成薄薄的一层将其风干，风干后，过筛备用。然后将1％重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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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剂均匀混合撒在污染土壤的表面，然后进行土壤翻耕使土壤修复剂与重金属污染

土壤充分混合均匀，5天后即完成土壤重金属修复过程，测定修复前后土壤中各种有毒物质

的含量。

表1

[0096] 从表1可见，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土壤修复剂与市售土壤修复剂相比，具有更好的

土壤修复效果。

[009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9486494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