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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闭环式垃圾消纳修复盐碱

地沙化地及垃圾场同位修复的方法，包括：先对

垃圾进行分类；加入牛瘤胃中的微生物群，快速

腐化垃圾中的纤维和快速分解淀粉类垃圾；经过

快速分解腐化后，加入可以高温降解淀粉、蛋白

质、分解木质纤维的混合嗜热细菌群继续发酵，

加入乳酸菌群清除重金属。干化后加草木灰制成

的土壤修复剂；治理盐碱沙化土壤，将制得的土

壤修复剂与土壤充分混合，修复土壤。本发明可

以从源头上杜绝污染源。让垃圾变废为宝有益回

归自然。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07243504 B

2020.07.24

CN
 1
07
24
35
04
 B



1.一种闭环式垃圾消纳、修复盐碱地、沙化地及垃圾场同位修复的方法，包括垃圾处理

技术、发酵制沼方法及制备修复剂技术、修复土壤方法、选种、栽种植物品种方法；具体为：

(1)先对垃圾进行分类；

(2)加入牛瘤胃中的微生物群，快速腐化垃圾中的纤维和快速分解淀粉类垃圾；

(3)经过步骤(2)中快速分解腐化后，加入可以高温降解淀粉、蛋白质、分解木质纤维的

混合嗜热细菌群继续发酵；干化后制成的土壤修复剂，保持含水20％，粉碎装包100KG/袋，

常温下存入仓库备用；

(4)治理盐碱沙化土壤，将制得的土壤修复剂与土壤充分混合，修复土壤；

其中步骤(1)具体为：对建筑类垃圾粉碎制作高速公路基材或砖块，废弃塑料类加热压

制成城市护坡砖块；有机垃圾粉碎制成粒径不超过6mm，适当添加生物除臭剂，分捡出有机

垃圾，所述有机垃圾包括餐厨垃圾、人畜粪便、绿化垃圾、秸秆；

在分捡出的有机垃圾中加水，并使含水量控制在87％左右，有机垃圾含量在13％左右，

装入发酵罐加热到38℃备用；

其中步骤(2)具体为：所述的牛瘤胃中的微生物群的培养方法为：选择一头健康、温顺

成年牛，采液前5天不喂或少喂精料，主要喂干粗料秸秆、干靑储；10个小时不喂，经一夜时

间的反刍；选择早上8点，用涂润滑剂的胃导胶管慢慢从鼻孔插入胃内，导管外端用保温瓶

接取；经5分钟后，使牛头稍向下低，随瘤胃蠕动，胃液流入瓶内；大约20分钟即可采取5L，采

取一次牛胃液，可继代培养；制作种子料和继代培养：取5公斤豆杆、稻草、玉米杆、麦秸，重

量比为1:1:1:1，加入1％食盐0.05公斤，1％尿素0.05公斤，制成干粗料；事先取50℃热水35

公斤；将食盐、尿素溶化，再加入少量碱或草木灰0.2～0.3公斤，将酸碱度调制pH＝9～10，

制成溶液，然后将5公斤上述干粗料倒入缸内与上述溶液充分混拌；这时pH达8左右，将温度

降到40℃，倒入牛胃液，再仔细拌匀，用塑料布蒙上缸口，抽出缸内空气；经24小时发酵即成

种子料；

其中步骤(3)具体为“

向步骤(1)预处理后的有机物垃圾原料中接入步骤(2)中获得的种子液，预处理后的各

种物质混合搅拌均匀，干物质占比例13％左右，水占比例87％左右；然后将配好的有机垃圾

装入发酵罐，进行发酵快速分解腐化有机质；在35-40℃、pH6-8的条件下进行第一轮发酵，

每天翻动48次，持续2天至有机物完全分解；

之后，混合菌群进行第二轮厌氧发酵，加入甲烷菌同时加入可以高温降解淀粉、蛋白

质、分解木质纤维的混合嗜热细菌群：褐色高温单孢菌(Thermomonospora  fusca)，保藏编

号CC  TCC  AB93039；高温蛋白质降解菌：普通高温放线菌(Thermoactinomyces  vulgaris)，

保藏编号ACCC41061；高温降解木纤维菌：棘孢木霉菌(Trichoderma  asperellum)，保藏编

号CGMCC13766，上述菌种之间的比例0～5:0～5:0～5:0～5，数值范围不含0；发酵罐的温度

为常温，每天充分翻拌12次，有机垃圾发酵10天；

第13天，加入混合同向巴鲁复合乳酸细菌群，使乳酸菌群充分混合繁殖2天；乳酸菌吸

附含有重金属离子形成重金属离子团，通过电极吸附分离出重金属离子团；酸质络合金属

离子达到清除重金属的目的；乳酸菌群为液态巴鲁复合乳酸菌，投入比例占总物质量的万

分之五量；第15天，后期让温度达到65℃以上维持1天；加入嗜热产甲烷细菌，产生高温有效

杀死病菌成分；共15天，沼气出尽，有机物基本腐熟，臭味消失，温度降到40℃以下，沼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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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后继续循环使用发酵制沼，离心机分离沼渣让水分含量降到35％以下；分离出沼渣变成

菌群的营养载体，加入同向乳酸菌群，再加入硅酸盐菌群、枯草杆菌、根瘤菌菌群，加入比例

0～5:0～5:0～5：0～5，细菌群常温下继续培育产生生物菌群；加入1％的草木灰充分混合，

干化后制成土壤修复剂；保持含水20％，粉碎装包100KG/袋，常温下存入仓库备用；

其中使用的发酵罐的结构为：发酵罐与沉淀池连通，发酵罐接有进料管，进料管的进口

位置高于出口位置，发酵罐的上部接有U形溢流管，U形溢流管的进口位子要高于进料管的

出口位置，低于进料管的进口位置；中部设有搅拌发热装置，发酵罐的中部设有加药装置，

发热装置由支架支撑，发热装置和搅拌器组合形成搅拌发热装置，有自动出料和加料装置，

自动脱水设置脱水液体循环利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闭环式垃圾消纳、修复盐碱地、沙化地及垃圾场同位修复的

方法，其中步骤：

第一步按照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生产土壤修复剂；

第二步整理垃圾场土地施工：修建37.3亩为一个单元；48米防线留4米放线，在4米线内

取土壤挖沟口径4米宽，底宽1.5米，1.5米深的排水灌溉水渠；用于排涝浇灌，然后每个单元

土地平整好，先用水浸泡所有地块6小时，然后把水从排水沟放出，晾晒3-7天，让土壤含水

量32％；把制得的土壤修复剂每亩投入2吨，撒播均匀，底土翻耕30公分深；然后使用长齿耙

均匀翻刨，让修复剂和土壤充分混合在表层0.4米上，把每个单元土地整理水平；使用开沟

机，每6米处开沟30CM宽30CM深的内水沟；

第三步选树种：种植耐盐碱红榉树，选择2年生壮树苗，带40CM土球，分枝剪除30％以保

障生命循环，不脱水保障苗子成活率；按6米*6米定植，每亩栽种185棵，栽植前挖坑；80CM直

径深40CM的树坑，栽植后用细土培实，浇水时灌溉透，二天后用浮土培实；当土壤含水低于

35％喷水，开始不可以漫灌以免稀释深层土壤的盐分危害树苗；每隆榉树可套作5行构树，

株距1米；每亩可栽种444棵，选择1米高粗壮苗；

第四步选择饲料树种，生态养殖猪：构树亩产干重饲料2000公斤～3000公斤，养殖生态

猪；

第五步树对环境和土壤的修复：构树和红榉树叶子有绒毛具有吸附PM2.5的功能，对空

气中的硫化物具有吸附分解作用，树木生长过程中生物细菌分解多糖融合了土壤中的沙土

盐碱，盐碱化作植物肥料被树木吸收；生长5年后土地的盐碱低于0.1％，完全消除了盐碱土

地；

第六步：饲养场产生的猪粪循环回到制沼工厂，发酵处理形成生态闭环修复生产一体；

生长5年后土地的盐碱低于0.1％，完全消除了盐碱土地，各项指标达到农业部规定的农用

土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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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闭环式垃圾消纳修复盐碱地沙化地及垃圾场同位修复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重建修复技术领域，涉及环境治理及其生态系统

恢复的 方法，具体为一种闭环式垃圾消纳修复盐碱地沙化地及垃圾场同位修复的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中国存量垃圾大约有100亿吨，每年产生新垃圾20亿吨以上有效处置率不到一半， 

有机垃圾占一半以上，有机垃圾自然腐蚀给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化进  程加

快，城市绿化垃圾，餐厨垃圾，城市污水的处理量也不断增加，产生大量污泥等  其他有机垃

圾大量增加。垃圾围城现象严重，垃圾场臭气熏天滋生大量的蚊虫细菌成  了传播病菌源

头，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健康！存量垃圾消纳成了城市发展的严重问题。  农村秸秆、人畜粪便

等生活有机垃圾都成了主要污染源，有机物垃圾分解过程产生的  气体污染空气、腐化的垃

圾液体随雨水流入江河，渗透地下污染地下水源，有机物垃  圾成了最主要污染源。现在有

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1)填埋，填埋占用大量的土地，  显然不适合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

填埋过程中，产生的次生危害一直被忽视了，所有 的有机物在填埋中都会分解，分解成有

害气体：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氧化合物气  体，氮氧化合物气体，硫化物气体释放到大气

中污染空气，这也是雾霾的一个主要成  因。(2)堆肥，堆肥主要是让有机垃圾腐蚀发酵，有

机垃圾在发酵腐蚀过程分解出相 同的有害气体，产生的污染水一样会向下渗透污染地下

水源，产生的危害几乎近似填  埋产生的危害。而且产生的经济效益差。(3)制沼气，近年来

有利于有机物发酵方法  制沼气，但是一直不能普及推广，主要原因是制沼成本过高，纯制

沼的工厂一般都亏  损，沼渣使用率不高，农民利用沼渣的积极性不高，沼渣对提高生产效

益不大。(4)  焚烧,焚烧成为有机垃圾处理的主要途径，但是垃圾焚烧厂投资巨大，焚烧排

放的烟气 目前技术标准不能达标，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0003] 土壤作为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和动物居住不可替代的环境因子，

粮  食果蔬安全依赖土壤的健康，健康的土壤也是食物安全与人体健康的基本保障。随着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乡村的城市化，污染土壤的面积在不断扩大，全世界盐碱地的面  积为

9.5438亿公顷，其中我国为9913万公顷。大部分盐碱沙化土壤无法耕种，盐碱、  沙化越来越

严重，修复土壤任务繁重也势在必行。

[0004] 目前盐碱土地沙化土地治理的主要3种方法:水利改良建立完善的排灌系统，做到

灌、排  分开，加强用水管理，严格控制地下水水位，通过灌水冲洗、引洪放淤等，不断淋洗和

排除  土壤中的盐分。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大量的淡水，我国是淡水严重缺乏的国家！农业技

术改良  通过深耕、平整土地、加填客土、盖草、翻淤、盖沙、增施有机肥等改善土壤成分和结

构，  增强土壤渗透性能，加速盐分淋洗，目前效果不大。化学改良对碱土、碱化土、苏打盐土

施  加石膏、黑矾等改良剂，降低或消除土壤碱分，改良土壤理化性质。各种措施使用，各有

缺  点和优点更要因地制宜。但无法永久解决盐碱土壤问题，容易产生次生危害！生产成本

过高  无法大面积推广！也很难快速培养出植物，原因是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没有足够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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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让植  物不易存活，使用存在很多技术使用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提供的闭环式生态土壤修复集成系统，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不

足，提  供一种垃圾消纳循环利用、零排放的处理方式、盐碱、沙化土壤治理及其生态系统恢

复的方  法，为了克服现有有机垃圾消纳的困难，清除存放垃圾修复垃圾场，本发明闭环式

生态土壤  修复集成系统不仅解决了有机垃圾处置问题，从源头上清除了有机垃圾的污染

源，解决了有  机垃圾分解对环境的破坏，而且变废为宝修复盐碱土壤沙化土壤，不产生任

何二次污染源。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垃圾处理技术、发酵制沼方法及制备修复剂技术、修复

土壤方 法、选种、栽种植物品种方法。

[0007] 先对垃圾进行分类，对建筑类垃圾粉碎制作高速公路基材或砖块，废弃塑料类加

热压制  成城市护坡砖块。有机垃圾粉碎制成粒径不过6mm，可适当添加生物除臭剂。初步减

少臭 味，利于后续操作备用，分捡出的有机垃圾(包括餐厨垃圾、人畜粪便、绿化垃圾、秸秆

等  有机物残余体统称有机垃圾)加水并使含水量从87％左右，有机垃圾含量在13％左右，

装入 发酵罐加热到38℃备用；

[0008] 加入牛瘤胃中的微生物群，快速腐化垃圾中的纤维和快速分解淀粉类垃圾；其中

所述 的牛瘤胃中的微生物群的培养方法为：选择一头健康、温顺成年牛，采液前5天不喂或

少喂  精料，主要喂干粗料秸秆、干靑储等。10个小时不喂，经一夜时间的反刍；选择早上8

点，  用涂润滑剂的胃导胶管慢慢从鼻孔插入胃内，导管外端用保温瓶接取。经5分钟后，使

牛头  稍向下低，随瘤胃蠕动，胃液流入瓶内。大约20分钟即可采取5L，采取一次牛胃液，可

继  代培养。制作种子料和继代培养：取5公斤豆杆、稻草、玉米杆、麦秸(1:1:1:1)，加入1％ 

食盐0.05公斤，1％尿素0.05公斤。事先取50℃热水35公斤(为干粗料六至七倍)。将食  盐、

尿素等溶化，再加入少量碱或草木灰0.2～0.3公斤，将酸碱度调制pH＝9～10，然后将5  公

斤干粗料倒入缸内与溶液充分混拌。这时pH达8左右，将温度降到40℃，倒入牛胃液，  再仔

细拌匀，用塑料布蒙上缸口，抽出缸内空气。经24小时发酵即成种子料。向预处理后 的有机

物垃圾原料中接入步骤中获得的种子液，预处理后的各种物质混合搅拌均匀，干物质 占比

例13％左右，水占比例87％左右；然后将配好的有机垃圾装入发酵罐，进行发酵快速分  解

腐化有机质；在35-40℃、pH6-8的条件下进行第一轮发酵，每天翻动48次，持续2天至  有机

物完全分解。

[0009] 混合菌群进行第二轮厌氧发酵，加入甲烷菌同时加入可以高温降解淀粉、蛋白质、

分  解木质纤维的混合嗜热细菌群：褐色高温单孢菌(Thermomonospora  fusca)(保藏编号

CC  TCC  AB93039)；高温蛋白质降解菌：普通高温放线菌(Thermoactinomyces  vulgaris)

(保  藏编号ACCC41061)；高温降解木纤维菌：棘孢木霉菌(Trichoderma  asperellum)(保藏

编  号CGMCC13766)(上述菌种之间的比例0～5:0～5:0～5:0～5，数值范围不含0)。发酵罐

的 温度为常温(35-40℃)，每天充分翻拌12次，有机垃圾发酵10天。

[0010] 第13天，加入混合同向巴鲁复合乳酸细菌群，使乳酸菌群充分混合繁殖2天。乳  酸

菌吸附含有重金属离子形成重金属离子团，通过电极吸附分离出重金属离子团。酸  质络合

重金属汞，铅，锌，镉，铬，镍等金属离子达到清除重金属的目的；乳酸菌群  为液态巴鲁复合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7243504 B

5



乳酸菌，投入比例占总物质量的万分之五量。

[0011] 第15天，后期让温度达到65℃以上维持1天；加入嗜热产甲烷细菌，产生高温有 效

杀死病菌成分。

[0012] 共15天，沼气出尽，有机物基本腐熟，臭味消失，温度降到40℃以下，沼液分  离后

继续循环使用发酵制沼，离心机分离有机垃圾(沼渣)让水分含量降到35％以下。  分离出沼

渣变成菌群的营养载体，加入同向乳酸菌群，再加入硅酸盐菌群、枯草杆  菌、根瘤菌等多种

有益菌群(加入比例0～5:0～5:0～5：0～5)，细菌群常温下继续培育  产生生物菌群。加入

1％的草木灰充分混合，干化后制成的土壤修复剂。保持含水2  0％，粉碎装包100KG/袋，常

温下存入仓库备用。

[0013] 治理盐碱沙化土壤，将制得的土壤修复剂与土壤充分混合，土壤修复剂的菌群平

衡土壤 酸碱，产生多糖、多肽、核酸等物质营养修复土壤。

[0014] 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深层次意义：(1)循环经济有机垃圾制沼气完全可以代替进口天然气，破解

资源  短缺解决了国家能源安全。(2)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量使用化肥。(3)源头阻断有

机  物分解产生的污染气体，为大气污染治理和减排温室气体都做出了重要贡献！(4)解决

了有  机垃圾消纳问题，改变了有机垃圾的处理方法、土壤修复的循环系统，颠覆传统的处

理方法  和治理方法。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闭环式有机垃圾处理修复盐碱、沙化及垃圾场循环示意图

[0017] 图2为：有机垃圾发酵罐示意图，其中：

[0018] 1、进料口                              6、回流管

[0019] 2、接种液喷淋器                        7、搅拌/加热器

[0020] 3、进气管                              8、出料口

[0021] 4、沼气管道                            9、电极分离重金属器

[0022] 5、火炬

实施例

[0023] 实施例1闭环式盐碱荒滩地及垃圾场生态修复的方法，以修复邳州市庄场垃圾场

为例：

[0024] 2011年修复的庄场垃圾场，修复前刮风垃圾漫天飞、下雨天黑臭水四溢，臭气熏天

蚊虫  苍蝇老鼠满场，周围老百姓怨声载道。市政府决定进行生态修复，我们提供了解决方

案被采  用。

[0025] 第一步 垃圾分类。

[0026] 垃圾场占地200亩，主要成分是生活垃圾15万吨。分析后，我们采用直接移位清除

垃圾  法。在垃圾场建设发酵制沼厂，按日处理400吨垃圾设计，共建设15个3000立方米的沼

气  发酵罐.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对建筑类垃圾粉碎制作高速公路基材，

废  弃塑料加热压制成城市护坡砖块。分捡出的有机垃圾(包括餐厨垃圾、人畜粪便、绿化垃 

圾、秸秆等有机物残余体统称有机垃圾)有机垃圾粉碎制成粒径不过6mm，可适当添加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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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臭剂。初步减少臭味，加水并使含水量从87％左右，有机质含量在13％左右，装入沼气 发

酵罐加热到38℃备用。

[0027] 第二步加入牛瘤胃中的微生物群，快速腐化垃圾中的纤维和快速分解淀粉类垃

圾。

[0028] 培养牛瘤胃中的微生物群：选择一头健康、温顺成年牛，采液前5天不喂或少喂精

料，  主要喂用作发酵饲料的豆杆、稻草、玉米杆、麦秸秆(1:1:1:1)。在早上8点，保持10个 

小时不进食，经一夜晚时间的反刍，用涂润滑剂的胃导胶管慢慢从鼻孔插入胃内，导管外端 

用保温瓶接取。经5分钟后，使牛头稍向下低，随瘤胃蠕动，胃液流入瓶内。大约20分钟即  可

采取5L，采取一次牛胃液，可继代培养，供半年使用。

[0029] 制作种子料：取5公斤豆杆、稻草、玉米杆(1:1:1)，加入1％食盐0.05公斤，1％尿素 

0.1公斤。事先取50℃热水35公斤(为干粗料七倍)。将食盐、尿素等溶化，再加入少量草  木

灰0.2～0.3公斤，将酸碱度调制pH＝9，然后将5公斤豆杆、稻草、玉米杆、麦秸秆  (1:1:1:1)

倒入缸内与溶液充分混拌。这时pH达8，将温度降到40℃，倒入牛胃液，再仔  细拌匀，用塑料

布蒙上缸口抽出空气。经24小时发酵即成种子料。

[0030] 培养牛瘤胃中的微生物厌氧的原虫、细菌和真菌，快速腐化垃圾中的纤维和快速

分解淀  粉类垃圾。纤毛虫可以撕裂纤维素，使有机物疏松、碎裂，有利于细菌的发酵作用。

瘤胃生  物群的细菌，纤维素分解菌、蛋白分解菌、蛋白合成菌、维生素合成菌等。尤其对纤

维素有  强大的快速分解力。纤毛虫能吞噬和消化细菌，利用细菌作为营养源，并利用菌体

酶来消化 营养物质。微生物消化代谢过程，是一个快速腐化分解有机垃圾的方法。

[0031] 第三步快速分解腐化有机垃圾，制沼利用沼渣制造土壤修复剂

[0032] (1)向预处理后的有机物垃圾原料中接入步骤中获得的种子液，预处理后的各种

物质  混合搅拌均匀，干物质占比例13％左右，水占比例87％左右；然后将配好的有机垃圾

装入发  酵罐，进行发酵快速分解腐化有机质；在35-40℃、pH6-8的条件下进行第一轮发酵，

每天  翻动48次，持续2天至有机物完全分解。

[0033] (2)混合菌群进行第二轮厌氧发酵，加入甲烷菌同时加入可以高温降解淀粉、蛋白 

质、分解木质纤维的混合嗜热细菌群：褐色高温单孢菌(Thermomonospora  fusca)(保藏  编

号CCTCC  AB93039)；高温蛋白质降解菌：普通高温放线菌(Thermoactinomyces  vulgari  s)

(保藏编号ACCC41061)；高温降解木纤维菌：棘孢木霉菌(Trichoderma  asperellum)(保  藏

编号CGMCC13766)(上述菌种之间的比例0～5:0～5:0～5:0～5，数值范围不含0)。发酵  罐

的温度为常温(35-40℃)，每天翻拌12次，有机垃圾发酵10天。

[0034] (3)加入混合同向巴鲁复合乳酸细菌群，使乳酸菌群充分混合繁殖2天。乳酸菌吸

附  含有重金属离子形成重金属离子团，通过电极吸附分离出重金属离子团。酸质络合重金

属  汞，铅，锌，镉，铬，镍等金属离子达到清除重金属的目的；乳酸菌群为液态巴鲁复合乳酸 

菌，投入比例占总物质量的万分之五量。

[0035] (4)后期让温度达到65℃以上维持1天；加入嗜热产甲烷细菌，产生高温有效杀死

病  菌成分。

[0036] (5)共15天，沼气出尽，有机物基本腐熟，臭味消失，温度降到40℃以下，沼液分离 

后继续循环使用发酵制沼，离心机分离有机垃圾(沼渣)让水分含量降到35％以下。分离出 

沼渣变成菌群的营养载体，加入同向乳酸菌群，再加入硅酸盐菌群、枯草杆菌、根瘤菌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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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益菌群(加入比例0～5:0～5:0～5：0～5)，细菌群常温下继续繁殖产生生物菌群。加入 

1％的草木灰充分混合，干化后制成的土壤修复剂。保持含水20％，粉碎装包100KG/代，常 

温下存入仓库备用。

[0037] (6)治理盐碱沙化土壤，将制得的土壤修复剂与土壤充分混合，土壤修复剂的菌群

平  衡土壤酸碱，产生多糖、多肽、核酸等物质营养修复土壤。

[0038] 其中使用的发酵罐的结构为：发酵罐与沉淀池连通，发酵罐接有进料管，进料管的

进 口位置高于出口位置，发酵罐的上部接有U形溢流管，U形溢流管的进口位子要高于进料

管 的出口位置，低于进料管的进口位置。中部设有搅拌发热装置，发酵罐的中部设有加药

装  置，发热装置由支架支撑，发热装置和搅拌器组合形成，有自动出料和加料装置，自动脱

水 设置脱水液体循环利用。

[0039] 运行调控参数：发酵产气适宜温度：37～40℃、有机垃圾的粉碎度：2～10mm、原料 

产气率：>0.36m3/kg(有机垃圾)、沼气中CH4的含量50％-60％、含固率13％左右。

[0040] 第四步土壤修复。本发明修复邳州阳光农场盐碱土地1000亩，碱含盐在0 .6～

1.5％盐碱  土壤，这种盐碱土壤几乎不能生存任何植物。

[0041] 选择春天3月份，因地温回暖有利于微生物菌生长。施工修建37.3亩为一个单元

(50米  *50米)，共27个单元。48米防线留4米放线，在4米线内取土壤挖沟口径4米宽，低宽

1.5  米，1.5米深的排水灌溉水渠。用于排涝浇灌，然后每个单元土地平整好，先用水浸泡所

有地  块6小时，然后把水从排水沟放出，晾晒3-7天，让土壤含水量32％。把制得的土壤修复

剂  每亩投入2吨，撒播均匀，用1000匹马力深耕拖拉机，底土翻耕30公分深。然后使用长齿 

耙均匀翻刨，让修复剂和土壤充分混合在表层0.4米上，把每个单元土地整理水平。使用开 

沟机，每6米处开沟30CM宽30CM深的内水沟。

[0042] 种植耐盐碱红榉树，选择2年生壮树苗，带40CM土球，分枝剪除30％以保障生命循

环，  不脱水保障苗子成活率。按6米*6米定植，每亩栽种185棵，栽植前挖坑。80CM直径深

40CM 的树坑，栽植后用细土培实，浇水时灌溉透，二天后用浮土培实。当土壤含水低于35％

可以  喷水，开始不可以漫灌以免稀释深层土壤的盐分危害树苗。树苗市场价值10元*185

棵，每  亩投入1850元。红榉树是名贵木材有很高的经济效益。中间套作耐盐碱构树作为家

畜饲料，  按榉树基准0.75米一行，行距1.5米。每隆榉树可套作5行构树，株距1米。每亩可栽

种444 棵，选择1米高粗壮苗，成本0.5元/棵、每亩成本222元。共计每亩投入资本2072元。

[0043] 构树亩产干重饲料2000公斤～3000公斤，1000亩年产2000吨～3000吨，年养殖

4000头 以上生态猪。产生利润120万元每年，构树亩增长1200元。5年后红榉树为12公分景

观树，  市场价格200元，每亩产185棵*200元/棵÷5年＝7400元/年。修复后的盐碱地每年产

生的经  济效益8600元/亩。产生的社会效应：构树和红榉树叶子有绒毛具有吸附PM2.5的功

能，对 空气中的硫化物具有吸附分解作用，树木生长过程中生物细菌分解多糖融合了土壤

中的沙土  盐碱，盐碱化作植物肥料被树木吸收。生长5年后土地的盐碱低于0.1％，完全消

除了盐碱土  地。饲养场产生的猪粪循环回到制沼工厂，发酵处理形成生态闭环修复生产一

体。

[0044] 实施例2闭环式盐碱荒滩地及垃圾场生态修复的方法的价值

[0045] (1)市场价值

[0046] 土壤修复剂的市场售价1000元/吨，收入50万每天。合计每天收入毛利润57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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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  理垃圾场合计产生效益毛利润14356.25万元余。为地方安置了205名工人解决人员

就业问题。  生产9个月垃圾场垃圾被处理干净，整理垃圾场地，施用生产的修复剂每亩2吨，

深耕耙平  二个月，培植土壤修复剂中的细菌分解垃圾残存物，栽种吸附树木生态修复，

2015年底检测  土壤完全符合农业部基本农田标准，2016年被邳州市政府用于商业开发。全

部土壤修复剂可 以修复62500--100000亩严重类盐碱地。

[0047] (2)生态价值

[0048] 节能减排一氧化碳、甲烷气、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气体、硫化合物气体等有害气

体合  计：

[0049] 减排一氧化碳:

[0050] 22.59kg/吨*100000＝2259吨

[0051] 减排氮氧化合物

[0052] 3.62kg/吨*100000＝362吨

[0053] 减排二氧化碳

[0054] 330kg/吨*100000吨＝33000吨

[0055] 由此可见，本申请所涉及到的方法对城市垃圾无害消纳循环利用、城市垃圾场和

填埋场  修复，产出品修复盐碱土壤和沙化土壤。盐碱土壤修复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重建的

方法，也  是环保领域有机垃圾消纳、空气污染物治理、盐碱土壤修复的集成系统。节能减排

从源头上 杜绝污染源。让垃圾变废为宝有益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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