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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

良方法。该种方法通过果园套种豆科牧草，不仅

有效利用果园的闲余土地，充分利用空间，种植

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田菁，增加了土地的附价

值；同时也通过田菁的种植大大的改善生态环境

和土壤的理化性状，避免土壤板结和进一步盐碱

化，提高土壤肥力，使果园和田菁双双增产；通过

在田菁不同时期大量的有机肥料和复合肥的施

加，可以更好促进田菁的生长，以实现枝繁叶茂、

种子饱满丰硕；通过大量农家肥及废料的利用发

酵，实现废弃的资源化利用、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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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种植方法：利用田菁在果园中进行套种，果树与田菁的行数比为1：2～4，田菁与果

树的间距为80～120cm，田菁的行距为30～50cm，田菁种子在播种前需进行摊晒处理，摊晒

时间为7～8h，每亩播种量为6～7公斤；

（2）施肥管理：播种前在种植区域进行有机肥的播撒，每亩450～600公斤，出苗后20～

30天进行在秧苗周围施浇液态肥，花期前，在两株田菁之间深埋复合肥，深度为5～7cm，施

肥后立即进行灌溉；

（3）土壤处理：在田菁初花期进行刈割埋青，留茬高度为10～15cm，在土壤表面播撒土

壤改良剂，每亩播撒50～100公斤，再进行翻耕处理，翻耕时采用粉碎性翻耕，将土壤中的田

菁枝叶和大块土壤打碎。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的有机肥和液态肥为家禽猪场所得粪便、谷糠、木屑和秸秆的混合物分离而成。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田菁牧草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家禽猪场所得粪便

的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30%。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秸秆的长

度为3～5cm。

5.如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的有机肥和液态肥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按质量份将家禽猪场所得粪便35～60份、谷糠10～20份、木屑5～10份和秸秆15～

20份混合后加水，得到固态基质；

（2）将所述固态基质投入发酵反应釜中，加入菌渣后搅拌，搅拌后进行发酵，得到发酵

产物；

（3）将所述发酵产物排流至离心式分离器进行固液分离，所得液态物质为液态肥，所得

固态物质进行烘干后即为有机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田菁牧草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的固态

基质含水量为小于或者等于30%。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所述发酵温度为60～70℃。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田菁牧草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发

酵时间为13～17天。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田菁牧草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土壤

改良剂按质量份包含一下组份：草木灰10～15份，生物炭灰1～3份，菌体0.5～1份和过磷酸

钙10～15份。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田菁牧草的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菌体包含芽孢杆

菌、光合菌、乳酸菌、木霉菌和胶冻样芽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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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盐碱地改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田菁为豆科植物，茎秆直立，根系发达，富集深层土壤养分及活化土壤中难溶性养

分能力强、结瘤多、固氮能力强，受淹后茎部形成通气的海绵组织，在接近水面处长了许多

水生根，并能正常结瘤和固氮。田菁含有丰富的氮(N)、磷(P)、钾(K)  和微量元素，其养分含

量随生育期和部位的不同存在差异。苗期植株鲜嫩、干物质少。花期以后，干物质大量积累，

产草量增加，养分总含量高于苗期。叶片中氮、磷含量较高，茎中钾含量高。干叶片中含N量

为4.03%，含P2O5为1.00%，含K2O为0.85%。茎秆中N为1.16%，P2O5为  0.16%，K2O为  1.42%。田菁

种子含粗蛋白32.9%、灰分含量为0.71%、脂肪为0.94%、含氮物为2.3%、糖为9.76%、木质素为

16.3%。

[0003] 田菁鲜草产量高，养分含量丰富，耐盐性较强，是改良盐碱土的先锋作物。种植田

菁除用其改良盐碱土外，主要用作肥料，可直接耕翻，也可利用其秸秆与畜粪尿堆沤后施

用。可作基肥，也可作追肥。翻压时间以不影响后作播种及幼苗生长，并以鲜草产量和其养

分总含量最高时为原则。

[0004] 翻压田菁后使土壤水稳性团粒总量增加，土壤容重降低，孔隙度增加，能抑制土壤

返盐。收种后的田菁秸秆，还可剥皮做麻的代用品。所以随着田菁牧草的优秀作用和低成

本、高收益的商业效益慢慢在农业领域被发现，急需一种更加系统优异的栽培方法来田菁

牧草在实际中的应用和价值的体现。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

良方法，该种方法通过果园套种，在田菁不同生长期采用不同肥料进行供给，不仅提高田菁

自身产量，同时也改善了土壤环境，提升果园产量和果品质量。

[0007]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种植方法：利用田菁在果园中进行套种，果树与田菁的行数比为1：2～4，田菁与果

树的间距为80～120cm，田菁的行距为30～50cm，田菁种子在播种前需进行摊晒处理，摊晒

时间为7～8h，每亩播种量为6～7公斤；

（2）施肥管理：播种前在种植区域进行有机肥的播撒，每亩450～600公斤，出苗后20～

30天进行在秧苗周围施浇液态肥，花期前，在两株田菁之间深埋复合肥，深度为5～7cm，施

肥后立即进行灌溉；

（3）土壤处理：在田菁初花期进行刈割埋青，留茬高度为10～15cm，在土壤表面播撒土

壤改良剂，每亩播撒50～100公斤，再进行翻耕处理，翻耕时采用粉碎性翻耕，将土壤中的田

菁枝叶和大块土壤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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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通过在果园中套种田菁，这样不仅可以利用果园剩余空间，增加土地利用

率，同时通过田菁的种植，可以更好的改善果园土地土壤环境，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

提高土壤肥力，增加果品产量,提高果品品质。

[0009] 根据果园果树品种、果树行间距来确定田菁品种，目前有正常田菁和矮化田菁两

种品种，均为豆科，但是正常田菁的植株生长高度较高，一般均在3.０米以上，有时会影响果

树的采摘、农药的喷撒和田间护理，这时就要选用经过改良的矮化田菁，本发明采用的行数

比和间距可以更好的为田间护理提供便利的通道，同时也提供了较为良好的通风条件，使

果树和田菁互相增产。

[0010] 本发明通过在田菁不同的关键期，施加其所需的肥料，例如在种植前对土壤的有

机化处理，不仅改良了土壤，同时也为田菁的幼苗期提供了足够的养分，使其茁壮成长，枝

繁叶茂；幼苗时期是田菁比较关键的生长期，所以这时施加易于渗透吸收的水肥，便于植株

快速发芽、抽条；进入花期后田菁需要大量的氮磷钾元素，这时立即施加富含氮磷钾的复合

肥，便于植株的生长和光合作用；由于田菁根系发达，吸水能力强，所以在施肥后，进行浇水

灌溉可以更好的为植株提供水分，在吸取水分的同时，养分也随之被植株根部吸收。

[0011] 通过定期翻耕土地，添加土壤改良剂来改善和优化土壤品种和结构，便于果园及

来年田菁的生长，也可以大大的降低土壤的盐碱度。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中的有机肥和液态肥为家禽猪场所得粪便、谷糠、木屑和

秸秆的混合物分离而成。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家禽猪场所得粪便的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30%。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秸秆的长度为3～5cm。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中的有机肥和液态肥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按质量份将家禽猪场所得粪便35～60份、谷糠10～20份、木屑5～10份和秸秆15～

20份混合后加水，得到固态基质；

（2）将所述固态基质投入发酵反应釜中，加入菌渣后搅拌，搅拌后进行发酵，得到发酵

产物；

（3）将所述发酵产物排流至离心式分离器进行固液分离，所得液态物质为液态肥，所得

固态物质进行烘干后即为有机肥。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的固态基质含水量为小于或者等于30%。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发酵温度为60～70℃。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发酵时间为13～17天。

[0019] 本发明中的有机肥和液态肥均为家禽猪场所得粪便、谷糠、木屑和秸秆混合后发

酵分离而成，其原料均为有机物，并且具有较强的纤维性，这样使制得的有机肥可以使土壤

更加疏松，拥有良好的透气性，同时土壤中的有机质也会大大增高，发酵可以降解绝大部分

的有机大分子，得到更多的游离态的养分；也可以通过发酵杀灭原料中的虫卵以及病菌，避

免施肥后，果园发生病虫害。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中的土壤改良剂按质量份包含一下组份：草木灰10～15

份，生物炭灰1～3份，菌体0.5～1份和过磷酸钙10～15份。

[0021] 草木灰、生物炭和磷酸钙为土壤提供充足的钙源，钙离子可以与土壤中的氯离子、

硫酸根离子等盐结合，沉淀流失，这样可以避免土壤盐碱化，改善土壤环境。同时，也还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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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其他矿物质供植株根部吸收，而且生物炭还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在施肥后具有一定缓

释作用。

[0022] 进一步的，所述菌体包含草芽孢杆菌、光合菌、乳酸菌、木霉菌和胶冻样芽孢杆菌。

通过不同菌种进行降解，以实现土壤结构的改良。

[0023] 本发明的一种盐碱地番石榴园土壤改良方法，该种方法通过果园套种进行共生种

植，不仅有效利用果园的闲余土地，种植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田菁，增加了土地的价值；同

时也通过田菁的种植大大的改善了土壤的环境，避免土壤板结和盐碱化，提高土壤肥力，使

果园和田菁双双增产；通过在田菁不同时期大量的有机肥料和复合肥的施加，可以更好促

进田菁的生长，以实现枝繁叶茂、种子饱满丰硕，增加果实的甜度；通过大量农家肥及废料

的利用发酵，实现废物利用、节省成本。

[002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

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所做的各种改动或修改，这

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要求保护的范围内。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配比均为以重量计。

[0026] 实施例1

按质量份将家禽猪场所得粪便35份、谷糠10份、木屑5份和秸秆15份混合后加水，得到

固态基质；将所述固态基质投入发酵反应釜中，加入菌渣后搅拌，搅拌后进行发酵，得到发

酵产物；将所述发酵产物排流至离心式分离器进行固液分离，所得液态物质为液态肥，所得

固态物质进行烘干后即为有机肥。

[0027] （1）种植方法：选用矮化田菁品种在果园中进行间作套种，果树与田菁的行数比为

1：2，田菁与果树的间距为80cm，田菁的行距为30cm；田菁种子在播种前需进行摊晒处理，摊

晒时间为7h，每亩播种量为6公斤；

（2）施肥管理：播种前在种植区域进行有机肥的播撒，每亩400公斤，出苗后20天进行在

秧苗周围施浇液态肥，花期前，在两株田菁之间深埋复合肥，深度为5cm，施肥后立即进行灌

溉；

（3）土壤处理：在田菁初花期进行刈割埋青，留茬高度为10cm，在土壤表面播撒土壤改

良剂，改良剂包含草木灰10份，生物炭灰1份，菌体0.5份和过磷酸钙10份，每亩播撒50公斤，

再进行翻耕处理，翻耕时采用粉碎性翻耕，将土壤中的田菁根和大块土壤打碎。

[0028] 实施例2

有机肥和液态肥的制备：

按质量份将家禽猪场所得粪便55份、谷糠15份、木屑7份和秸秆17份混合后加水，得到

固态基质；将所述固态基质投入发酵反应釜中，加入菌渣后搅拌，搅拌后进行发酵，得到发

酵产物；将所述发酵产物排流至离心式分离器进行固液分离，所得液态物质为液态肥，所得

固态物质进行烘干后即为有机肥。

[0029] （1）种植方法：选用矮化田菁品种在果园中进行间作套种，果树与田菁的行数比为

1：3，田菁与果树的间距为100cm，田菁的行距为40cm；田菁种子在播种前需进行摊晒处理，

摊晒时间为7.5h，每亩播种量为6.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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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肥管理：播种前在种植区域进行有机肥的播撒，每亩520公斤，出苗后25天进行在

秧苗周围施浇液态肥，花期前，在两株田菁之间深埋复合肥，深度为6cm，施肥后立即进行灌

溉；

（3）土壤处理：在田菁初花期进行刈割埋青，留茬高度为12cm，在土壤表面播撒土壤改

良剂，改良剂包含草木灰12份，生物炭灰2份，菌体0.7份和磷酸钙12份，每亩播撒75公斤，再

进行翻耕处理，翻耕时采用粉碎性翻耕，将土壤中的田菁枝叶和大块土壤打碎。

[0030] 实施例3

有机肥和液态肥的制备：

按质量份将家禽猪场所得粪便60份、谷糠20份、木屑10份和秸秆20份混合后加水，得到

固态基质；将所述固态基质投入发酵反应釜中，加入菌渣后搅拌，搅拌后进行发酵，得到发

酵产物；将所述发酵产物排流至离心式分离器进行固液分离，所得液态物质为液态肥，所得

固态物质进行烘干后即为有机肥。

[0031] （1）种植方法：选用矮化田菁品种在果园中进行间作套种，果树与田菁的行数比为

1：  4，田菁与果树的间距为120cm，田菁的行距为50cm；田菁种子在播种前需进行摊晒处理，

摊晒时间为8h，每亩播种量为7公斤；

（2）施肥管理：播种前在种植区域进行有机肥的播撒，每亩600公斤，出苗后30天进行在

秧苗周围施浇液态肥，花期前，在两株田菁之间深埋复合肥，深度为7cm，施肥后立即进行灌

溉；

（3）土壤处理：在田菁初花期进行刈割埋青，留茬高度为15cm，在土壤表面播撒土壤改

良剂，改良剂包含草木灰15份，生物炭灰3份，菌体1份和磷酸钙15份，每亩播撒100公斤，再

进行翻耕处理，翻耕时采用粉碎性翻耕，将土壤中的田菁枝叶和大块土壤打碎。

[0032] 评价：

通过将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进行的试验田与同区域两种传统栽培方法的番石

榴产量结果进行对比，试验田初始土壤指标为含盐量0.38%、pH值8.1，对比相同指标试验田

上采用不同栽培方法第三年数据，对比数据见表1。

[0033] 通过表1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栽培方法所得到的的数据要明显优于传统栽培

技术，不仅产量明显高于传统技术，而且大大的改善了盐碱土壤的盐碱量，含盐量和pH值明

显降低，为之后的植株生长提供了更好的生长环境，充分说明本发明在该技术领域具有较

大的进步。

[0034] 以上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示例性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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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据本发明申请范围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

均应归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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