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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

改良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1)农田基础建设；

(2)土壤高效脱盐；(3)土壤改良与地力提升；(4)

农作物种植选择。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中的

改良方法可操作性强、投入少、效益好，且对环境

友好，排盐效果显著，能显著提高土壤，是一种集

农田建设、高效脱盐、土壤培肥以及种植选择为

一体的综合性的盐碱地改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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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农田基础建设：在待改良地块四周挖蓄水排盐沟，在待改良地块中分别修筑进水渠

和排水渠，该进水渠和排水渠平行并列设置，相邻的进水渠和排水渠之间修筑高于田面的

田埂，从而形成基本田块，各基本田块内部分别开挖与排水渠相连接的田沟，在基本田块两

侧的进水渠和排水渠中分别设置涵管；

(2)土壤高效脱盐：对土地进行深翻，耕翻深度为40～60cm，利用淡水或微咸水灌溉深

翻后的农田，泡田结束后，排出多余的田面水，对土层进行旋耕深松处理，对旋耕深松后的

土壤进行静置沉浆处理，静置沉浆的时间为1～2天，待浑浊的泥浆沉淀到田块底部后，抽排

掉田块表层被洗脱的盐水；

(3)土壤改良与地力提升：脱盐处理后，在土壤中撒入土壤改良剂，并利用旋耕的方式

使得土壤改良剂与土壤充分混合；

(4)农作物种植选择：在脱盐处理后的地块上种植至少两年耐盐特性较强的水稻，种植

水稻后可选择其他耐盐性较好的作物种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壤改良

剂包括有机物料和化学改良剂，上述有机物料为有机堆肥、食用菌菌渣、畜禽粪便或作物秸

秆中的至少一种，并且农田脱盐处理后的前三年的有机物料还田总量至少为20吨/公顷；上

述化学改良剂为含钙的工业废弃物或者为磷矿粉和腐殖酸的混合物。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化学改良

剂为石膏、粉煤灰或磷矿粉中的至少一种，施用量为10吨/公顷；

或者，所述磷矿粉和腐殖酸质量比为5～7:3，施用量为3吨/公顷。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土壤高效脱盐结束后测定土壤盐度，若盐度不达标进行二次脱盐，二次脱盐的步骤为：

利用淡水或微咸水灌溉深翻后的农田，泡田结束后，排出多余的田面水，对土层进行旋耕深

松处理，对旋耕深松后的土壤进行静置沉浆处理，待浑浊的泥浆沉淀到田块底部后，抽排掉

田块表层被洗脱的盐水；二次脱盐后对土壤盐度进行测定，若盐度还不达标则重复上述二

次脱盐操作，直至土壤盐度达标。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高温季节，在旱地上选用塑料透光薄膜或作物秸秆作为覆盖物覆盖在盐碱地表面。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在耕地闲置期植苜蓿作为绿肥，待可食用鲜菜部分采摘后将整株绿肥秸秆粉碎并翻埋

还田。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采用旱季深耕和雨季浅耕交替地方式进行耕作，其中，旱季深耕的耕作深度为30～

50cm，雨季浅耕的耕作深度为10～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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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改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滩涂资源丰富，围垦农田盐碱化程度普遍较高，且面积有逐年增加趋势。在现

有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开发利用盐碱地等后备土地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

中，在我国降雨丰富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发滨海盐土资源，从盐土改良利用和农业资源综合

利用出发开展滨海盐土农业规模化生产，有着迫切的社会需求。

[0003] 盐碱土壤是我国最主要的障碍性土壤类型之一，盐碱土最主要的特点是含有较多

的水溶性盐和碱，由于盐分大、碱分多，土壤的腐殖物质遭到淋失，土壤结构遭到破坏，表现

为湿时黏、干时硬，通气性和透水性不良，严重的会造成作物萎蔫、中毒甚至死亡。因此，盐

碱土壤不仅受到盐碱强烈胁迫，而且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偏低，物理结构较差，保水保肥

能力偏弱。盐碱地土壤的这些特点严重限制了作物的生长发育以及产量和品质的提升。

[0004] 进一步，针国内外盐碱地改良利用方法和技术众多，不同的改良措施效果不同，优

点与不足并存，目前主要采用的方法有水利工程法、秸秆或地膜覆盖法、生物改良法以及化

学改良等。其中，水利工程法是耕地盐碱化改良的常用方法之一，通过铺设暗管将土壤中的

盐分随水排走，但缺点是建设和维护成本较高，不能快速提升土壤质量，如：申请号为

CN201710043546.9(公开号为CN108337947A)的中国发明专利《盐碱地改良方法》。秸秆或地

膜覆盖可明显抑制水分蒸发，提高入渗淋盐效果，防止耕层盐化，但缺点是土壤易返盐，难

降解的地膜还会污染环境，如：申请号为CN201710133603.2(公开号为CN106797867A)的中

国发明专利《利用秸秆覆盖保湿降盐碱的枸杞栽培方法》。生物改良法效果显著，同时有利

于小生境的恢复，但其改良周期过长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如：专利号为CN201710703811.1

(公开号为CN107439337A)的中国发明专利《一种盐碱地移栽乔木的方法及盐碱地的造林方

法》。通过化学改良法对盐碱地进行处理，如施用有机肥、菌渣和化学改良剂(秸秆、有机肥、

沸石、褐煤、磷矿粉)等，对盐碱障碍因子的消减、土壤肥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但缺点是

改良剂的用量大，改良成本较高，如：申请号为CN201711236418.2(公开号为CN108129227A)

的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改良沙质盐碱地用复混肥及其制备方法》。由上可见，现有的用于盐

碱地的改良方法还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而提供一种可操作性强、排盐效果好

以及土壤质量提高显著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

改良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农田基础建设：在待改良地块四周挖蓄水排盐沟，在待改良地块中分别修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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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渠和排水渠，该进水渠和排水渠平行并列设置，相邻的进水渠和排水渠之间修筑高于田

面的田埂，从而形成基本田块，各基本田块内部分别开挖与排水渠相连接的田沟，在基本田

块两侧的进水渠和排水渠中分别设置涵管；

[0008] (2)土壤高效脱盐：对土地进行深翻，耕翻深度为40～60cm，利用淡水或微咸水灌

溉深翻后的农田，泡田结束后，排出多余的田面水，对土层进行旋耕深松处理，对旋耕深松

后的土壤进行静置沉浆处理，静置沉浆的时间为1～2天，待浑浊的泥浆沉淀到田块底部后，

抽排掉田块表层被洗脱的盐水；

[0009] (3)土壤改良与地力提升：脱盐处理后，在土壤中撒入土壤改良剂，并利用旋耕的

方式使得土壤改良剂与土壤充分混合；

[0010] (4)农作物种植选择：在处理后的地块上种植至少两年耐盐特性较强的水稻，种植

水稻后可选择其他耐盐性较好的作物种植。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土壤改良剂包括有机物料和化学改良剂，上述有机物料为有机堆

肥、食用菌菌渣、畜禽粪便或作物秸秆中的至少一种，并且农田脱盐处理后的前三年的有机

物料还田总量至少为20吨/公顷；上述化学改良剂为含钙的工业废弃物或者为磷矿粉和腐

殖酸的混合物。有机物料在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有机酸可以有效提高了土壤的缓冲能力，调

节了土壤pH。

[0012]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化学改良剂为石膏、粉煤灰或磷矿粉中的至少一种，施用量

为10吨/公顷；或者，所述磷矿粉和腐殖酸质量比为5～7:3，施用量为3吨/公顷。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中，土壤高效脱盐结束后测定土壤盐度，若盐度不达标进

行二次脱盐，二次脱盐的步骤为：利用淡水或微咸水灌溉深翻后的农田，泡田结束后，排出

多余的田面水，对土层进行旋耕深松处理，对旋耕深松后的土壤进行静置沉浆处理，待浑浊

的泥浆沉淀到田块底部后，抽排掉田块表层被洗脱的盐水；二次脱盐后对土壤盐度进行测

定，若盐度还不达标则重复上述二次脱盐操作，直至土壤盐度达标。通过如上操作能获得更

好的排盐效果。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高温季节，在旱地上选用塑料透光薄膜或作物秸秆作

为覆盖物覆盖在盐碱地表面。从而达到调节土壤水分迁移、压制盐分表聚和促进作物生长

的目的。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在耕地闲置期植苜蓿作为绿肥，待可食用鲜菜部分采

摘后将整株绿肥秸秆粉碎并翻埋还田，从而提升地块的地力。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采用旱季深耕和雨季浅耕交替地方式进行耕作，其中，

旱季深耕的耕作深度为30～50cm，雨季浅耕的耕作深度为10～15cm。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优点为：本发明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

方法综合运用水盐调控、地力培育、水肥运筹、农业高效种植等技术实现盐碱地加速脱盐培

育和农业高效利用，该改良方法可操作性强、投入少、效益好，重度盐渍化围垦地土壤(总含

盐量＞0.6％)在短期内就被改良为至轻度盐渍化水平(总含盐量＜0.3％)，改良当年即可

种植农作物，并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标准田块建设示意图；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10073756 A

4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田块的剖面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田块的另一剖面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进水渠及涵管剖面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排水渠及涵管剖面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试验地块的卫星地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5] 本发明中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包括四个步骤，分别为：农田基础

建设、土壤高效脱盐、土壤改良与地力提升以及农作物种植选择。

[0026] 其中，上述农田基础建设过程为：

[0027] (1)在待改良地块四周挖蓄水排盐沟，排盐沟的沟宽为3～5m，深为1～2m，用于自

然降雨储存，淡水与土壤盐离子交换，利于土壤排盐，储存的微咸水还可以用于灌溉作物。

[0028] (2)如图1～3所述，在待改良地块中分别修筑进水渠2和排水渠3，该进水渠2和排

水渠3平行并列设置，相邻的进水渠2和排水渠3之间修筑高于田面的田埂4，从而形成基本

田块1，各基本田块1内部分别开挖与排水渠3相连接的田沟5。

[0029] 具体地：进水渠2的渠宽为0.5m，深为0.5m，进水渠2硬化，进水渠2的渠底不低于田

块1基本面，从而便于进水作业，并且进水渠2的一侧设有机埠(水泵房)，另一侧安装简易的

渠道闸门。上述排水渠3与进水渠2间距200～250m，排水渠3的渠面宽为2m，渠底宽为1m，渠

深低于田面1m；排水渠3两侧修筑有高于田面0.3m，宽0.5m的田埂4。上述进水渠2与排水渠3

之间每50m沿南北向修筑田埂4，田埂4高于田面0.3m，宽为0.4m，从而形成长200～250m、宽

50m的上述基本田块1。基本田块1的田面平整要根据要求，削高填洼，平整土地，使得田面的

高度差小于3cm，横向坡度小于1/2000，纵向坡度小于1/1500，满足水田耕作要求。基本田块

1内部沿南北方向每隔10m开挖上述田沟5，该田沟5与排水渠3相连接，且该田沟5宽为0.3m，

深度为0.2m。

[0030] (3)在基本田块1两侧的进水渠2和排水渠3中分别设置L形涵管5，该涵管5用于进

水和排水，包括进水涵管51和出水涵管52。具体地，该涵管5采用直径0.3m  PVC熟料管的原

料，涵管5的出水口需露出至少0.3m，防止水流造成塌方，如图4和5所示。

[0031] 农田基础建设形成标准田块后，在土壤盐渍化程度较高时(总盐>2g/kg)，需对土

壤进行脱盐操作，上述土壤高效脱盐的过程为：

[0032] (1)铧犁深翻：选用铧犁对土地进行深翻，面积较大时推荐采用大功率多幅铧式翻

转犁，耕翻深度要求40～60cm，全田耕翻不留死角，用时1天。

[0033] (2)淡水泡田：利用水泵抽取深井淡水或地表河流储存的微咸水灌溉深翻过后的

农田，用水量根据土壤盐渍化程度而定，重度盐碱地一般推荐淹没田面20～30cm，浸泡时间

为1～2天。

[0034] (3)旋耕深松：淡水泡田结束后，排出多余的田面水，使用大功率农用旋耕机进行

土层深松处理，用水量为淹没田面10～15cm，旋耕深度10～20cm，须将田块所有区域旋耕完

全，不留死角，用时1天。

[0035] (4)静置沉浆：旋耕深松后的土壤为悬浊状态，进行静置沉淀泥浆环节，静置沉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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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度1～2天。

[0036] (5)抽水排盐：待浑浊的泥浆沉淀到田块底部后，抽排掉田块表层被洗脱的盐水。

[0037] 具体脱盐过程中，可按上述步骤(1)～(5)进行第一轮脱盐操作(合计用时6天)，第

一轮脱盐结束后，利用原位盐度仪测定土壤盐度，分析脱盐土壤是否具备种植水稻或其它

农作物的环境条件。如盐度还是达不到要求，进行第二轮脱盐操作，第二轮脱盐操作省略第

一轮操作中的步骤(1)，即第二轮脱盐操作包括：步骤(2)淡水泡田2天、步骤(3)旋耕深松1

天、(4)静置沉浆2天、(5)抽水排盐，合计用时5天。第二轮脱盐结束后，根据土壤盐度决定是

否开展下一轮脱盐操作，若盐度不达标按第二轮脱盐操作进行再一轮的脱盐操作，依次重

复。

[0038] 滩涂围垦农地土壤的地力一般偏低，土壤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养分元素的含量远低

于正常耕作农田，不利于土壤脱盐和维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因此，需对滩涂新围垦农地进

行土壤改良与地力提升，本发明中土壤改良与地力提升过程为：

[0039] (1)土壤改良剂应用：脱盐处理后，在土壤中撒入土壤改良剂，并利用旋耕的方式

使得土壤改良剂与土壤充分混合，本发明中该土壤改进剂包括机物料和化学改良剂，具体

包括两个步骤：

[0040] (1-1)有机物料还田：上述有机物料为有机堆肥、食用菌菌渣、畜禽粪便或作物秸

秆中的至少一种，脱盐处理后，将机物料均匀撒入土壤后，利用旋耕机在耕层与土壤旋耕混

匀。农田脱盐处理后前3年的有机物料还田总量应不少于20吨/公顷，使耕层土壤有机质含

量尽快提升至15g/kg以上。

[0041] (1-2)化学改良剂应用：化学改良剂为含钙的工业废弃物或者为磷矿粉和腐殖酸

的混合物，具体地，含钙物质的工业废弃物可为石膏、粉煤灰、磷矿粉等，施用量为10吨/公

顷，复合改良剂为磷矿粉和腐殖酸的混合物，优选为磷矿粉和腐殖酸的混合物，且两者的质

量比为7:3，施用量为3吨/公顷。

[0042] (2)地表覆盖：旱地种植农作物采用地表覆盖法达到调节土壤水分迁移、压制盐分

表聚和促进作物生长，在夏季高温季节选用塑料薄膜或作物秸秆作为覆盖物覆盖盐碱地表

面，塑料薄膜应选择透光薄膜，作物秸秆包括稻草、小麦秸秆和玉米秸秆，在作物播种后，沿

播种方向全田条覆秸秆，每平米用量为1kg。

[0043] (3)绿肥翻埋：在耕地闲置期种植苜蓿作为绿肥，待可食用鲜菜部分采摘后将整株

绿肥秸秆粉碎并翻埋还田。

[0044] (4)合理耕作：采用旱季(麦季)深耕、雨季(水稻)浅耕的耕作方式进行耕作，旱季

深耕建议采用铧犁先翻田，然进行耙田，耕作深度为30～50cm；浅耕可直接利用旋耕机旋

耕，耕作深度为10～15cm。

[0045] 农作物种植选择：由于水稻种植不仅有利于土壤脱盐，还能快速提升土壤质量(有

机质和养分的积累)，因此在适宜种植水稻区域，脱盐后的重度盐碱地推荐种植2年以上的

水稻，品种选择耐盐特性较强的品种，籼稻品种如“海湘030”、“海湘016”、“海湘121”；粳稻

品种如“盐稻10号”、“盐稻12号”、“宁84”；杂交稻如“甬优12”、甬优“15”，以上水稻品种在盐

度3g/kg以下的土壤中均具有较高的产量。水稻种植后可选择耐盐性较好的作物种植，如青

花菜和鲜食毛豆，耐盐青花菜品种推荐“优秀”、“炎秀”、“绿珍F1”等，耐盐鲜食毛豆品种推

荐“台75”、“新选88早鲜”、“浙农6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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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将本发明中的滩涂新围垦农地土壤高效改良方法进行实际应用的实施例：

[0047] 将浙江省象山县某围涂地，2160亩滨海盐土地作为试验地块，该地块围塘年限为

10年，南北长度约1560m，东西宽约800m，如图6所示。海塘内地势呈现南部略高于北部，但整

体上较为平坦，沟、渠、路等纵横分布，将整个区域分隔成17个100-120亩左右的区块，基本

设施已基本完善。区域内主要为芦苇等耐盐先锋植物，植物物种较单一，无农作物种植。

[0048] 项目区域土壤类型归为滨海潮滩盐土，为近代海相沉积物发育而成。该区域土体

深厚，较软糊，质地匀细，以壤质粘土为主。分3层采集项目区域土壤样品，进行测试分析，测

试结果如表1所示：不同深度土壤pH值均在8.5左右，为碱性土壤。不同土层土壤电导率和总

盐差异较大，表层土壤(0～20cm)总盐含量最低(4.5g/kg)，属于中度盐渍化水平，中层土壤

(20～40cm)和下层土壤(40～60cm)总盐含量分别为6.6g/kg和7.0g/kg，属于重度盐渍化土

壤。不同深度土壤有机质含量16.4～26.5g/kg，土壤全氮含量1.13～1.56g/kg，全氮和有机

质含量同样在表层土壤中较高。土壤速效养分(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较为丰富，其

中土壤速效钾含量达780～980mg/kg，土壤钾元素供应充足。

[0049] 表1试验地块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0050]

[0051] 该地块淡水资源较为缺乏，淡水主要来源为雨水的蓄积，在围塘区块的四周均挖

有宽约为5m的河道，可储存大量雨水用于农田灌溉。对该区域的地表水采样分析，测试结果

如表2所示：水质pH为7.79，呈弱碱性，盐含量为0.2g/kg左右，盐分含量极低，适合于绝大多

数作物的灌溉，且有利于土壤的冲洗脱盐。

[0052] 表2试验地块水体样品理化性质

[0053]

[0054] 修筑进水渠(渠宽0.5m，深0.5m)，渠底高于田块基本面15cm，进水渠的一侧设有水

泵房，另一侧安装简易的渠道闸门。修筑排水渠，排水渠与进水渠间距230m，修筑排水渠可

以硬化，渠面宽2m，渠底宽1m，渠深低于田面1m；排水渠两侧修筑有高于田面0.3m，宽0.5m的

田埂。进水渠与排水渠之间每50m沿南北向修筑田埂，田埂高于田面0.3m，宽0.4m，形成长

230m，宽50m的基本田块，并满足水田耕作要求；田块内部沿南北方向每隔10m开挖田沟，与

排水渠相连接，田沟宽0.3m，深度0.2m。基本田块进排水涵管配置，基本田块左右水渠在相

对位置安置L形涵管，用于进水和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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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基本田块建好后，进行(1)铧犁深翻1天、(2)淡水泡田2天、(3)旋耕深松1天、(4)静

置沉浆2天、(5)抽水排盐5个步骤，共计时6天，土壤平均含盐量从6.03g/kg降至3.16g/kg，

排盐率47.4％。

[0056] 第一轮脱盐周期结束5天后，紧接着进行第二个脱盐周期处理，步骤为(2)淡水泡

田2天、(3)旋耕深松1天、(4)静置沉浆2天、(5)抽水排盐，合计用时5天，土壤平均含盐量从

3.16g/kg降至2.12g/kg，总排盐率已达64.8％。

[0057] 在水稻种植前2周，在田块表面每亩施用食用菌菌渣1.5吨和化学改良剂(磷矿粉

和腐殖酸的质量比为7:3)200kg进行土壤培肥改良，选择籼粳杂交稻“甬优12”进行机械插

秧栽培，水稻种植管理方式与当地相同，定时监测灌溉水体、土壤盐分和水稻苗情动态。此

块滨海盐土第一季种植水稻，平均亩产450kg，实现平均亩效益5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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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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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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