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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

复材料，按重量分数的组分组成为：天然纤维

30％～75％，合成纤维5％～25％，高分子基的水

吸收剂3％～20％，粘结剂3％～10％，天然多孔

材料5％～10％；所述的合成纤维为聚醋酸乙烯

酯，聚乳酸，聚丙烯酸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高分

子基的水吸收剂为聚丙烯酰胺共聚物，聚丙烯酸

钠，丙烯氰接枝淀粉中的一种或多种。本发明通

过自然纤维与合成纤维组成的多级结构可承受

很大水流的冲刷，并可对土壤形成一定的保护，

避免水土流失；为种子及根部营养与氧气的输送

提供了大量微孔，使得植物种子的发芽率大大提

升。本发明的材料在一至两年内会在自然环境下

完全降解，避免二次污染。同时制备工艺简单，适

合大规模的生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CN 112457859 A

2021.03.09

CN
 1
12
45
78
59
 A



1.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分数的组分组成为：天然纤

维30％～75％，合成纤维5％～25％，高分子基的水吸收剂3％～20％，粘结剂3％～10％，天

然多孔材料5％～10％；

所述的合成纤维为聚醋酸乙烯酯，聚乳酸，聚丙烯酸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高分子基的

水吸收剂为聚丙烯酰胺共聚物，聚丙烯酸钠，丙烯氰接枝淀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纤维长

度为0.5cm～3cm，所述天然纤维为落叶木纤维、棉纤维、羊毛纤维、亚麻纤维、黄麻纤维、椰

壳纤维、纤维素纤维、棉纤维、黄原酸纤维素(人造丝)、醋酸纤维素、三乙酸纤维素、硝酸纤

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粘结剂为

琼脂、卡拉胶、凝胶、果胶、果阿胶或壳聚糖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多孔材

料为珍珠岩、蛭石、沸石、漂白土、硅藻土、黏土、膨润土、蒙脱石、贝得石、绿脱石中的一种或

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合成纤维表

面喷涂有一层无毒可降解涂料，所述无毒可降解涂料包括羟甲基脲树脂、苯酚甲醛树脂、三

聚氰胺甲醛树脂、尿素甲醛树脂、糖醛树脂衍生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6.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合成纤维浸泡于涂层溶液中搅拌10min，并于30℃～50℃环境下烘干；

S2、在空气气氛下，将合成纤维和自然纤维加入高速搅拌器中，以1000rpm的速度搅拌

10min～30min，直至充分混匀，得到纤维共混物A；

S3、将纤维共混物A加入带热风扇的长导管中，使用50℃～70℃的热风将共混纤维进一

步高温混匀5min～20min，并提供热量，使得含有涂层的合成纤维发生卷曲，制备得到机械

键合的纤维共混物B；

S4、然后将纤维共混物B，高分子基的水吸收剂、粘合剂、天然多孔材料一起加入机械共

混箱中，以1500rpm的速度搅拌10min～30min制备得到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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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环保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我国基础建设的加速，城镇化的发展，众多耕地，土坡，山地中

的植被遭到破坏，这不光减少了绿植的数量，还造成了水土流失，沙尘暴，物种数量急剧下

降等恶劣生态现象。土地及边坡复绿可以大幅降低各种生态危机，是逐步改善生态环境的

第一步。纤维覆盖物是一种理想的边坡复绿环保材料，它可以防止土壤侵蚀，这是由于其自

身的机械性能和吸水能力。吸水性使得种子和幼苗能更长时间、更充分的接触到水，从而最

优化种子萌芽和植被生长。覆盖物又足够开放，空气可以轻易穿透覆盖物从而促进植物的

生长。合成纤维相较于自然纤维降解速度更慢，因此可以在较长周期内控制土壤侵蚀，通常

能达到1年。

[0003] 种类繁多的纤维覆盖物被应用在边坡复绿的工程中，这是为了增加草籽的发芽率

并且减少土壤侵蚀来使得幼苗能在种植区域内牢固地生长起来。这些覆盖物一般由自然材

料组成，例如稻草、木屑或纸张。将覆盖物与水混合，再放入储罐中搅拌，然后将其喷洒在苗

床上，有一些则被编织成毯状物放在苗床下。这样的覆盖物是有一定作用的，覆盖物确实吸

收和储存了一些水，使得苗床在比不使用他们时含水量更多了，此外他们还阻隔了一部分

雨水，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土壤侵蚀，提升了绿植在斜坡上的生长几率。但是，大部分这样

的覆盖物是彼此间未粘结的纤维，结构松散，容易被冲走。纸基的覆盖物一般会结合成类似

混凝纸的垫子，从而阻碍了氧气和阳光的传递且让幼苗无法穿透覆盖物继续生长，这样会

影响植被的生长。

[0004] 市场上还有一类可喷洒的化学键结合的天然纤维覆盖物。这些覆盖物使用植物胶

粘合剂，来使自然纤维结合在一起。尽管这类覆盖物结合得很紧密，使得覆盖物与植物种子

难以被流水冲走。但是，化学键结合的覆盖物在苗床上形成了几乎不可透过的一层，限制了

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和氧气的传输。此外，覆盖物层本身就让发芽的种子难以穿过。缺少彼此

间机械结合的纤维的覆盖物难以吸收雨滴飞溅的能量，自身容易被腐蚀，也不能经受住长

时间的、集中的水流的冲刷。从而造成水土流失现象。

[0005] 由聚酯、聚丙烯、和其他人造的高分子组成的人造纤维彼此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基

质，使得发芽的种子、空气、水和光可以透过这层基质到达土壤表面。但是，这些合成纤维不

容易生物降解，容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可降解

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该材料内部拥有众多的微缠结结构，可以使用在陡峭的斜面上使

用。并且可以提高新播种苗床的植被产量，增加苗床对水的吸收，减少水在已覆盖区域的流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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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

材料，按重量分数的组分组成为：天然纤维30％～75％，合成纤维5％～25％，高分子基的水

吸收剂3％～20％，粘结剂3％～10％，天然多孔材料5％～10％；

[0008] 所述的合成纤维为聚醋酸乙烯酯，聚乳酸，聚丙烯酸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高分子

基的水吸收剂为聚丙烯酰胺共聚物，聚丙烯酸钠，丙烯氰接枝淀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天然纤维长度为0.5cm～3cm，所述天然纤维为落叶木纤维、棉纤

维、羊毛纤维、亚麻纤维、黄麻纤维、椰壳纤维、纤维素纤维、棉纤维、黄原酸纤维素(人造

丝)、醋酸纤维素、三乙酸纤维素、硝酸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粘结剂为琼脂、卡拉胶、凝胶、果胶、果阿胶或壳聚糖中的一种或

多种。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天然多孔材料为珍珠岩、蛭石、沸石、漂白土、硅藻土、黏土、膨润

土、蒙脱石、贝得石、绿脱石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合成纤维表面喷涂有一层无毒可降解涂料，所述无毒可降解涂料

包括羟甲基脲树脂、苯酚甲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尿素甲醛树脂、糖醛树脂衍生物中

的一种或多种。

[001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另一技术方案是：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

修复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S1、将合成纤维浸泡于涂层溶液中搅拌10min，并于30℃～50℃环境下烘干；

[0015] S2、在空气气氛下，将合成纤维和自然纤维加入高速搅拌器中，以1000rpm的速度

搅拌10min～30min，直至充分混匀，得到纤维共混物A；

[0016] S3、将纤维共混物A加入带热风扇的长导管中，使用50℃～70℃的热风将共混纤维

进一步高温混匀5min～20min，并提供热量，使得含有涂层的合成纤维发生卷曲，制备得到

机械键合的纤维共混物B；

[0017] S4、然后将纤维共混物B，高分子基的水吸收剂、粘合剂、天然多孔材料一起加入机

械共混箱中，以1500rpm的速度搅拌10min～30min制备得到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通过自然纤维与合成纤维组成的多级

结构可承受很大水流的冲刷，并可对土壤形成一定的保护，避免水土流失；为种子及根部营

养与氧气的输送提供了大量微孔，使得植物种子的发芽率大大提升。本发明的材料在一至

两年内会在自然环境下完全降解，避免二次污染。同时制备工艺简单，适合大规模的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容易理解，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不变更本发明实质精神下，本领域的一般技

术人员可以提出可相互替换的多种结构方式以及实现方式。因此，以下具体实施方式仅是

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示例性说明，而不应当视为本发明的全部或者视为对本发明技术方

案的限定或限制。

[0020] 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按重量分数的组分组成为：天然纤维30％～

75％，合成纤维5％～25％，高分子基的水吸收剂3％～20％，粘结剂3％～10％，天然多孔材

料5％～10％；

[0021] 主要由天然纤维和少量卷曲的人工合成纤维组成，他们充分混合后可形成机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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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纤维覆盖物，在其中合成纤维起到结合整体的作用。高分子基质的水吸收剂可以也可

提供一定的粘合作用。

[0022] 天然纤维为松木和落叶木纤维、棉纤维、羊毛纤维、亚麻纤维、黄麻纤维、椰壳纤

维、大麻纤维、稻草、青草或其他可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纤维，以及化学修饰的天然纤维，例

如化学修饰的纤维素纤维、棉纤维等等，最好是醋酸纤维素、人造蛋白质纤维(再生天然蛋

白质)、再生的纤维素产品包括黄原酸纤维素(人造丝)、醋酸纤维素、三乙酸纤维素、硝酸纤

维素、海藻纤维、酪蛋白基纤维中的至少一种。的天然纤维的长度为0.5cm～3cm。

[0023] 合成卷曲纤维是聚醋酸乙烯酯，聚乳酸，聚丙烯酸酯中的至少一种。优选的，合成

卷曲纤维的质量分数是10％左右。理想的纤维是相对短的(二分之一长度的自然纤维)卷曲

的聚醋酸乙烯酯纤维，他们彼此间相互结合且和覆盖物纤维结合，形成一个开放的、机械结

合的纤维基质，在陡峭的斜坡上都能保持原状，但又足够开放以至于使水和氧气可以传递

到苗床，且使得幼苗可以穿过其生长。

[0024] 合成纤维可能不容易被机械卷曲。例如放于部分啮合齿辊中进行机械卷曲方法，

制造出的产品在后续的应用中，尤其是高湿度(如雨天)环境下不能继续保持卷曲。这些产

品也有可能在被加入到复合物罐中后就失去了卷曲的性质。所以，卷曲过程必须在可以引

起热变化(如塑化)或化学变化(如相互交联或降解成类胶粘剂的产品)下进行，这样的纤维

在光和潮湿环境下还能继续保持卷曲。因此，的合成卷曲纤维表面应先涂一层涂料，在不修

饰纤维本身的情况下使纤维可以保持他们卷曲的性质。这样的涂料有羟甲基脲树脂、苯酚

甲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尿素甲醛树脂、糖醛树脂衍生物中的至少一种。这些涂料在

适当加热过程中可使合成纤维产生卷曲，并且这些涂料无毒可降解，部分可作为肥料使用。

[0025] 优选的，一根纤维应含有四到八个卷曲点。过多的卷曲纤维会使得缠结过多，这会

使其难以在喷雾器中均一混合，难以使用。过少卷曲点的合成纤维不能充分的与覆盖物纤

维结合，不能达到本发明的使用效果。在使用卷曲程度小的卷曲纤维的情况下，例如一根一

到三个卷曲点的纤维，使用的卷曲纤维的量可以更多。由于使用的卷曲纤维是生物可降解

的，所以他们的用量可以很大，不受环保要求的限制。

[0026] 高分子基的水吸收剂为聚丙烯酰胺共聚物，聚丙烯酸钠，丙烯氰接枝淀粉中的至

少一种，一般使用粉末较好。

[0027] 优选的，高分子基的水吸收剂为粉末聚丙烯酰胺共聚物，其在水中的吸水量是自

身质量的数十倍。

[0028] 粘结剂为琼脂、卡拉胶、凝胶、果胶、果阿胶、壳聚糖、聚丙烯酰胺、聚丙烯酸钠、淀

粉中的至少一种。

[0029] 天然多孔材料为珍珠岩、蛭石、沸石、漂白土、硅藻土、黏土、膨润土、蒙脱石、贝得

石、绿脱石中的至少一种。优选的，基于黏土的陶瓷多孔陶瓷颗粒效果更好。这些多孔陶瓷

颗粒是无机的土壤添加剂，用以在容易装填紧密的土壤中给植物的根储存水和氧气流。多

孔陶瓷颗粒尺寸要足够小以便促进结合以及在黏性的液压覆盖物基质中使用。可喷洒覆盖

物产品的发展中，多孔颗粒尺寸越小，水分的保留效果和在覆盖物基质中的分散效果越好。

[0030] 一种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制备步骤如下：

[0031] S1、将合成纤维浸泡于涂层溶液中搅拌10min，并于30℃至50℃环境下烘干。

[0032] S2、在空气气氛下，将合成纤维和自然纤维加入高速搅拌器中，以1000rpm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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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10min至30min，直至充分混匀，得到纤维共混物A。

[0033] S3、将纤维共混物A加入带热风扇的长导管中，使用50℃至70℃的热风将共混纤维

进一步高温混匀5min至20min，并提供热量，使得含有涂层的合成纤维发生卷曲，制备得到

机械键合的纤维共混物B。

[0034] S4、然后将纤维共混物B，高分子基的水吸收剂、粘合剂、天然多孔材料一起加入机

械共混箱中，以1500rpm的速度搅拌10min至30min制备得到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

[0035] 为达到更好的植物种植效果，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如吲哚乙酸，吲哚丁酸，土壤

改良剂，杀虫剂，化肥等也可于S3中加入纤维共混物B。

[0036] 以下通过一些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解释说明：

[0037] 实施例1

[0038] 本实施例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为：木纤维30％，亚麻纤维25％，棉纤维25％，醋酸乙烯酯纤维5％，聚丙烯酸钠水吸收剂

5％，琼脂粘结剂3％，黏土多孔材料7％。

[0039] 的木纤维，亚麻纤维，棉纤维的长度为1cm至1.5cm。

[0040] 的醋酸乙烯酯纤维的长度为0.4mm至0.7mm。

[0041] 的黏土多孔材料的颗粒直径在20μm至30μm。

[0042] 本实例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的制备方法为：

[0043] (1)将醋酸乙烯酯纤维浸泡于糖醛树脂溶液中搅拌10min，并于40℃环境下烘干。

[0044] (2)在空气气氛下，将木纤维、亚麻纤维、棉纤维、醋酸乙烯酯纤维加入高速搅拌器

中，以1000rpm的速度搅拌15min，直至充分混匀，得到纤维共混物A。

[0045] (3)将纤维共混物A加入带热风扇的长导管中，使用70℃的热风将共混纤维进一步

高温混匀15min，并提供热量，使得含有涂层的合成纤维发生卷曲，制备得到机械键合的纤

维共混物B。

[0046] (3)然后将纤维共混物B，聚丙烯酸钠水吸收剂、琼脂粘结剂、黏土多孔材料一起加

入机械共混箱中，以1500rpm的速度搅拌30min制备得到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

[0047] 实施例2

[0048] 本实施例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为：木纤维55％，棉纤维20％，聚乳酸纤维7％，聚丙烯酸钠水吸收剂10％，果胶粘结剂3％，

蒙脱土多孔材料5％。

[0049] 的木纤维和棉纤维的长度为1cm至1.5cm。

[0050] 的聚乳酸纤维的长度为0.4mm至0.6mm。

[0051] 的蒙脱土多孔材料的颗粒直径在30μm至40μm。

[0052] 本实例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的制备方法为：

[0053] (1)将聚乳酸纤维浸泡于糖醛树脂溶液中搅拌10min，并于40℃环境下烘干。

[0054] (2)在空气气氛下，将木纤维、棉纤维、聚乳酸纤维加入高速搅拌器中，以1000rpm

的速度搅拌15min，直至充分混匀，得到纤维共混物A。

[0055] (3)将纤维共混物A加入带热风扇的长导管中，使用60℃的热风将共混纤维进一步

高温混匀15min，并提供热量，使得含有涂层的合成纤维发生卷曲，制备得到机械键合的纤

维共混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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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3)然后将纤维共混物B，聚丙烯酸钠水吸收剂、果胶粘结剂、蒙脱土多孔材料一起

加入机械共混箱中，以1500rpm的速度搅拌30min制备得到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

[0057] 实施例3

[0058] 本实施例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为：木纤维40％，棉纤维20％，椰壳纤维10％，聚乳酸纤维10％，聚丙烯酰胺水吸收剂10％，

壳聚糖粘结剂5％，硅藻土多孔材料5％。

[0059] 的木纤维、椰壳纤维和棉纤维的长度为1cm至1.5cm。

[0060] 的聚乳酸纤维的长度为0.4mm至0.6mm。

[0061] 的硅藻土多孔材料的颗粒直径在30μm至40μm。

[0062] 本实例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的制备方法为：

[0063] (1)将聚乳酸纤维浸泡于羟甲基脲树脂溶液中搅拌10min，并于35℃环境下烘干。

[0064] (2)在空气气氛下，将木纤维、椰壳纤维、棉纤维、聚乳酸纤维加入高速搅拌器中，

以1000rpm的速度搅拌15min，直至充分混匀，得到纤维共混物A。

[0065] (3)将纤维共混物A加入带热风扇的长导管中，使用50℃的热风将共混纤维进一步

高温混匀15min，并提供热量，使得含有涂层的合成纤维发生卷曲，制备得到机械键合的纤

维共混物B。

[0066] (3)然后将纤维共混物B、聚丙烯酰胺水吸收剂、壳聚糖粘结剂、硅藻土多孔材料一

起加入机械共混箱中，以1500rpm的速度搅拌30min制备得到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

料。

[0067] 实施例4

[0068] 本实施例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为：木纤维40％，棉纤维20％，椰壳纤维10％，聚乳酸纤维15％，聚丙烯酰胺水吸收剂7％，果

胶粘结剂4％，膨润土多孔材料4％。

[0069] 木纤维、椰壳纤维和棉纤维的长度为1cm至1.5cm。

[0070] 聚乳酸纤维的长度为0.4mm至0.6mm。

[0071] 硅藻土多孔材料的颗粒直径在30μm至40μm。

[0072] 本实例的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的制备方法为：

[0073] (1)将聚乳酸纤维浸泡于尿素甲醛树脂溶液中搅拌10min，并于35℃环境下烘干。

[0074] (2)在空气气氛下，将木纤维、椰壳纤维、棉纤维、聚乳酸纤维加入高速搅拌器中，

以1000rpm的速度搅拌15min，直至充分混匀，得到纤维共混物A。

[0075] (3)将纤维共混物A加入带热风扇的长导管中，使用50℃的热风将共混纤维进一步

高温混匀15min，并提供热量，使得含有涂层的合成纤维发生卷曲，制备得到机械键合的纤

维共混物B。

[0076] (3)然后将纤维共混物B、聚丙烯酰胺水吸收剂、果胶粘结剂、膨润土多孔材料一起

加入机械共混箱中，以1500rpm的速度搅拌20min制备得到可降解的多缠结土壤修复材料。

[0077] 将本发明实施例材料与对比例(只含有天然纤维90％和保水剂10％)喷于1m*1m的

5个冲刷斜坡上，这5个冲刷斜坡的坡度分别为30度，40度，50度，60度。冲刷斜坡的雨水强度

分别为25mm/h，50mm/h，100mm/h。每个冲刷斜坡对每种雨水强度分别进行60分钟的雨水冲

刷实验。冲刷结束后收集径流中泥沙的含量，干燥后称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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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本发明土壤修复材料人工降雨冲刷测定结果

[0079]

[0080] 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说明中的内容，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脱

离本发明技术思想的前提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形和修改，而这些变形和修改均应

当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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