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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不同质地潮土孔隙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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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壤颗粒排列及形成的团聚结构是影响孔隙形态的基本因素，为直观观察与定量测算不同质地土壤的孔

隙形态及其变化特征，于山东省东昌府区采集壤土、粘壤土、砂壤土样品，通过常规方法和土壤薄片，研究了土
壤孔隙形态特征。结果表明：
（1）土壤容重均随深度增加而增加。土壤孔隙度均为表层向下逐渐减少且 10 月份低
于 6 月份。（2）砂质壤土孔隙形状均以简单堆集孔隙为主。而粘壤土、壤土则以复合堆积孔隙为主，且土壤团聚
作用较强。（3）砂质壤土的孔隙平均当量直径（ED）及孔隙形状系数（S）明显高于粘壤土及壤土，而砂质壤土
的孔隙复杂度（D）明显低于粘壤土及壤土。且 ED 及 S 值分别与土壤砂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粉、粘粒含量呈
显著负相关；D 值与砂粒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粉、粘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综上，土壤质地（即砂、粉、粘
粒含量）能够影响土壤孔隙形态。
关键词：土壤质地；土壤薄片；孔隙形态指数；潮土；黄河下游

土壤孔隙是土壤固相的土粒或土团之间的空隙，
［1］

其大小、形状、连续性和稳定性等特征

，对水分

和 20 ～ 25 cm 深度的孔隙度和大孔隙度，增加孔
隙结构的复杂程度，尤其是 10 ～ 15 和 20 ～ 25 cm

和溶质运移、土壤肥力和植物根系伸展等有着极其

深度下的孔隙结构［10］。长期灌溉可增加微孔隙、

重要的影响［1-2］。在田间和自然状况下，决定土壤

形成低连通和弯曲孔隙［11］，灌溉和排水引起土壤

孔度和孔径分配的基本因素是土粒的粗细与排列、

胀缩，土壤收缩可增加孔隙容积、连接性、原有孔

［1，3］

松紧状况、有机质含量和结构

，其中土壤颗粒

隙宽度［12］。对于孔隙的短期变化，玉米生长中灌

不同的空间排列构成不同的孔隙几何、数量特征［4］。

溉引起耕层大、中等孔隙度分别降低 65%、50%，

在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地区，由于黄河泥沙含量高且

并且在此过程中 7 次灌溉持续降低大孔隙度［13］，

历史上多次改道泛滥，形成了该地区土壤质地的复

水稻种植期淹水可减少大、中孔隙度，增加小孔隙

［5-6］

杂性和质地剖面层次的多样性

，对土壤孔隙的

度，至淹水期末水分排干后大孔隙因土体收缩而增

通气透水性、肥力提升产生较大影响。因而研究黄

加［14］。耕翻深度、秸秆还田等对土壤孔隙状况的

河下游冲积平原不同质地土壤的孔隙形态特征及其

改善作用因质地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壤土改良效果

季节变化，对于改善土壤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优于黏土［15］。

除土壤质地外，农业耕作、灌溉与降水等也会
引起孔隙度的增加与降低

［7］

。轮作比玉米连作、翻
［8］

耕比免耕均可明显提升团聚体孔隙度

颗粒组成是影响土壤孔隙最根本的因素，但耕
作、灌溉等相关研究中较少考虑。本文在山东省聊

，作物残

城市东昌府区选择砂壤、壤、粘壤质地且均长期种

茬可引起总孔隙度增加，降低中等孔隙（30 ～ 75

植冬小麦 - 夏玉米的农田中，于麦收、秋收期间采

μm） 数 量， 增 加 大 孔 隙（>75 μm） 的 不 规 则 性

集样品，以常规方法测定孔隙度，结合土壤薄片图

和偏长度

［9］

。 与 翻 耕 相 比， 长 期 免 耕 降 低 表 层

（0 ～ 5 cm）大孔隙度（>500 μm），提高 1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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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处理，研究土壤孔隙形态参数变化，以期对改善
农田土壤质量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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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区与样品
研究区域概况
东 昌 府 区 位 于 山 东 省 西 部（E 115 °14 ′～

要从事土壤地理与微形态、土地资源学研究。同时为通讯作者。

116°08′，N 36°16′～ 36°42′），是聊城市政府

E-mail：zhangbaohua@lcu.edu.cn。

驻地，总面积 1 254 km2，常住人口 102.56 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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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半干燥大陆性气候，年

图像处理为每个薄片均匀分布，拍摄 9 张照

均温 13.5℃，7 月气温最高，为 26.9℃，1 月气温

片，放大倍数为 10×10，image proplus 6.0 测定孔

最低，为 -2.5℃，年均降水量 546.9 mm，夏季占全

隙特征。每张照片大小为 2 048×1 536 像素，实际

年降水的 62.2%，年际变化大，雨热同期。黄河冲

大小 1 300 μm×975 μm，像素边长约 0.63 μm、每

积低平宽广平原，缓岗、坡地、洼地在平原上交错

个像素约 0.4 μm2。

分布，为两大地貌特征，海拔 31 ～ 38 m，土壤为

孔隙形态指数如下：

潮土、少量盐土，土质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植
被均为栽植次生植被，主要种植作物为玉米 - 小
麦、油料、蔬菜。
1.2

样品采集及分析

（1）孔隙度（TP）= 孔隙所占像素与图像总像
素之比，单位：%。
［10］
（2）孔隙当量直径（ED）
：
ED=0.63×2 A/π。
单位：μm。其中 A 为孔隙面积（像元）。

在东昌府区许营镇绣衣集和汪庄村（砂质壤
土）、朱老庄镇田庄村（粘壤土）、北城办事处东

（3）孔隙长短径比率（RR）：即孔隙的最长、
最短半径之比。
（4）孔隙形状系数（S）［10］：S=P2/A。其中 P 为

鲁村（壤土）选择长期种植小麦 - 玉米地块，于
2017 年 6、10 月分小麦季和玉米季两次取样。每个

孔隙周长，其值越小孔隙形状越规则。可分为规则

取样季每种质地均按 5 cm 一个层次挖取 25 cm 深

（S<2）、不规则（2 ≤ S ≤ 5）和复杂（S>5）3 类。

度的土壤剖面各 4 个，采集混合和原状 2 种样品。

（5） 孔 隙 成 圆 率（C）［18-19］：C=

其中，原状样品用环刀（规格：直径 5 cm、高度 5

4π×A
。孔隙
p2

cm）、塑料盒（4 cm×4 cm×4 cm）带回室内，分

成圆率是指孔隙形态与标准圆形的接近程度，其值

别用于容重和孔隙度测定、土壤薄片制作；混合样

越接近 1，孔隙结构越接近标准圆形。
（6） 孔 隙 平 均 孔 径（Dp）［20］：Dp=0.63×

品 60 个（3 个质地 ×4 个重复 ×5 个层次），以自
封袋带回室内，自然风干、研磨、过 2 mm 筛，用
于土壤颗粒组成分析。
以 许 营 镇 1#、 朱 老 庄 镇 2#、 北 城 3# 塑 料 盒
原状样品制作土壤薄片；具体步骤是：利用 198#

∑（Di×Si）
。单位：μm。其中 Di 为孔径（像元），
Sp
Si 为对应孔隙面积（像元），Sp 为孔隙像元总数。
用于反映土体中孔隙总体上的“粗细”。
［21］
（7）孔隙复杂度（D）
：D=2logP/logA。D、P、

不 饱 和 聚 酯 树 脂 + 固 化 剂 浸 渍 固 化 后， 进 行 切
片、粗磨、细磨，用环氧树脂粘在载玻片上，之

A 分别为孔隙复杂度、孔隙周长和孔隙面积。D 值

后再对另一面进行切片、粗磨、细磨，以冷杉胶

越高，说明孔隙的扭曲程度越高，孔隙越复杂。反

粘盖玻片，制成厚度约 30μm 的土壤薄片，于偏

映整幅图像中孔隙的复杂度。
在 image proplus 软 件 中 选 择 测 量 孔 隙 的 直 径

光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土壤孔隙形状描述采用
Stoops

［16］

术语体系，定量测量用 image proplus 6.0

软件处理。

（即单个孔隙各方向直径的平均值）、周长、长短
径比率、圆度、面积，将上述数据导出为 Excel 格

土壤颗粒组成测定采用吸管法；容重、毛管

式，即可方便地计算以上指标。其中孔隙长短径比

孔隙度测定采用环刀法；总孔隙度由比重、容重

率、孔隙当量直径、孔隙形状系数、孔隙成圆率图

计 算 得 来， 非 毛 管 孔 隙 度 为 总 孔 隙 度 减 毛 管 孔

像软件提取每个孔隙的指标，先将每个图像取平均

［17］

。

值视为原始数据，再将 9 张图像取均值；孔隙度、

数据处理

孔隙平均孔径、孔隙复杂度直接取 9 张图像指标数

每类质地的 4 个土壤剖面各土层土壤颗粒组

据的均值。

隙度
1.3

成、容重、孔隙度测定结果取平均值。利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LSD 法）统计各指标在不同土层间以

2

及同一土层、同一指标在 6、10 月份间的差异。采

2.1

结果与分析
土壤基本性质

用 Peason 相关分析研究土壤孔隙形态指数之间的

许营砂粒含量超过 55%、粘粒少于 15%，为

相关性，显著性 P<0.05。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3.0

砂质壤土；朱老庄砂粒含量为 30% ～ 55%、粘粒

软件。

介 于 15% ～ 25%， 为 粘 壤 土； 北 城 砂 粒 含 量 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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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55%、粘粒少于 15%，为壤土（表 1）。由

两个样地，但粉、粘粒含量均显著低于其它两个样

方差分析可知，许营土壤的砂粒含量明显高于其它

地（P<0.05）。

表1
样点

粒径（mm）

XY

2 ～ 0.02
0.02 ～ 0.002
<0.002
2 ～ 0.02
0.02 ～ 0.002
<0.002
2 ～ 0.02
0.02 ～ 0.002
<0.002

ZLZ

BC

土壤粒径组成

（%）
土层深度

0 ～ 5 cm

5 ～ 10 cm

10 ～ 15 cm

15 ～ 20 cm

20 ～ 25 cm

73.2±4.2 a
15.3±4.8 a
11.5±2.5 a
51.2±2.3 a
29.0±1.1 a
19.8±2.8 a
51.2±3.4 a
36.5±7.7 a
12.3±7.2 a

74.2±5.9 a
14.0±7.5 a
11.8±2.9 a
47.4±9.8 a
31.1±6.8 a
21.5±3.4 a
51.2±1.5 a
36.1±7.4 a
12.7±6.0 a

72.6±8.5 a
20.4±8.2 a
7.0±4.4 a
46.2±6.8 a
32.5±4.7 a
21.3±5.5 a
47.9±2.2 a
38.1±4.7 a
14.0±6.1 a

79.0±5.3 a
12.8±3.3 a
8.2±5.3 a
46.9±8.2 a
30.8±7.5 a
22.3±1.2 a
49.3±4.3 a
36.0±3.7 a
14.7±1.4 a

79.0±3.3 a
13.1±7.7 a
  7.9±5.3 a
54.8±7.9 a
24.8±5.9 a
20.4±3.4 a
47.9±5.4 a
37.3±5.3 a
14.8±0.7 a

注：XY 为许营，ZLZ 为朱老庄，BC 为北城。表中数据为均值 ± 标准差。不同的小写字母代表同一样地不同土层间有显著差异（P<0.05）
。下同。

由表 2 可知，6、10 月份土壤容重均表现出随

间无明显差异。6、10 月份土壤孔隙度均表现出由

深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P<0.05），可能是上层土

表层向下逐渐减少的趋势。6、10 两月各层土壤总

壤的压实作用所致。除许营的 5 ～ 10 cm 土层、北

孔隙度的对比结果与容重相反。表明冬小麦、玉米

城的 15 ～ 20 cm 土层的容重 6、10 月有显著差异外

两种作物的种植对许营（砂质壤土）及北城（壤土）

（P<0.05），其它土层的容重在两个月份间无明显差

两个样地的土壤容重及总孔隙度无明显影响。然而，

异。朱老庄的 0 ～ 15 cm 3 个土层的容重 6、10 月有

种植玉米能显著增加朱老庄（粘壤土）0 ～ 15 cm 深

显著差异外（P<0.05），其它土层的容重在两个月份

度的土壤容重，并降低其土壤总孔隙度。

表2
样点
XY

ZLZ

BC

土壤容重与孔隙度

容重（g/cm3）

土壤层次

总孔隙度（%）

毛管孔隙度（%）

（cm）

6月

10 月

6月

10 月

6月

10 月

0～5

1.17±0.04 cA

1.24±0.11 bA

55.89±1.39 aA

53.03±4.33 aA

47.97±0.75 aA

47.39±3.72 aA

5 ～ 10

1.23±0.02 bB

1.41±0.05 aA

53.46±0.78 aA

46.97±1.87 bB

45.38±1.07 bA

42.21±2.26 bB

10 ～ 15

1.39±0.08 aA

1.44±0.09 aA

47.52±3.20 bA

45.57±3.32 bA

38.62±3.07 dA

39.52±2.94 bA

15 ～ 20

1.39±0.05 aA

1.39±0.02 aA

47.53±1.72 bA

47.49±0.87 bA

38.78±1.13 dA

40.67±1.13 bA

20 ～ 25

1.42±0.05 aA

1.41±0.08 aA

46.40±1.71 bA

46.97±2.98 bA

39.27±1.32 cdA

41.56±1.40 bA

0～5

1.01±0.05 cB

1.22±0.07 bA

61.92±1.75 aA

53.95±2.59 aB

46.06±3.54 abA

46.91±1.43 aA

5 ～ 10

1.08±0.09 bcB

1.30±0.05 bA

59.14±3.22 abA

50.86±2.01 aB

47.12±1.68 aA

44.95±0.51 bB

10 ～ 15

1.21±0.12 bB

1.42±0.08 aA

54.52±4.65 bA

46.33±2.91 bB

43.41±0.48 bcA

40.50±0.83 cB

15 ～ 20

1.38±0.07 aA

1.46±0.05 aA

47.81±2.65 cA

44.83±1.73 bA

41.52±1.15 cA

40.31±1.57 cA

20 ～ 25

1.38±0.02 aA

1.41±0.05 aA

48.07±3.12 cA

46.67±2.04 bA

40.85±1.84 cA

39.96±1.16 cA

0～5

1.09±0.21 cA

1.29±0.04 bA

58.84±8.11 aA

51.19±1.65 aA

42.46±6.31 aA

47.02±2.17 aA

5 ～ 10

1.22±0.15 bcA

1.32±0.03 bA

53.95±5.84 abA

50.26±1.22 aA

42.65±2.23 aA

45.32±1.51 aA

10 ～ 15

1.37±0.03 abA

1.43±0.09 aA

48.48±1.21 bcA

46.12±3.24 bA

41.17±1.95 aA

41.32±1.79 bA

15 ～ 20

1.44±0.02 aB

1.50±0.03 aA

45.68±0.72 cA

43.55±1.30 bB

39.25±1.09 aA

39.96±1.71 bA

20 ～ 25

1.46±0.01 aA

1.47±0.02 aA

45.05±0.26 cA

44.63±0.90 bA

40.04±1.24 aA

40.49±1.03 bA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样点、同一土层 6、10 月间有显著差异（P<0.05）。下同。

土壤孔隙形态类型

显，各土层的孔隙形状差异不大。朱老庄粘壤土、

3 类样地土壤孔隙形态类型存在较大差异，但

北城壤土 0 ～ 5、5 ～ 10 cm 土层团聚较好、土体

均在玉米生长期间变化较小。许营砂质壤土组成物

疏松部分以复合堆积孔隙为主（图 1 b、c），较大

质颗粒较粗，以堆集孔隙特别是简单堆集孔隙为

土块体内可见面状孔隙、不规则孔洞；10 cm 以下

主，少量面状孔隙，孔隙壁粗糙、吻合程度较差

则逐渐以孔洞、孔道等连通性较差的孔隙类型为主

2.2

（图 1 a）；同时，受质地影响，下层压实作用不明
10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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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表层土壤孔隙形态

注：a- 许营 0 ～ 5 cm 简单堆集孔隙；b- 朱老庄 5 ～ 10 cm 复合堆集孔隙；c- 北城 0 ～ 5 cm 复合堆集孔隙。放大倍率 a 为 10×10 倍，其他 5×10 倍。
a 为正交偏光，黑色代表土壤孔隙；b、c 为单偏光，白色代表土壤孔隙。

图2

下层土壤孔隙形态

注：a- 朱老庄 10 ～ 15 cm 孔道与囊孔；b- 朱老庄 20 ～ 25 cm 孔洞；c- 北城 15 ～ 20 cm 孔道与孔洞。放大倍率为 5×10 倍。a 为单偏光，白色代表
土壤孔隙；b、c 为正交偏光，黑色代表土壤孔隙。

2.3

土壤孔隙形态参数

（图 1 b），即使较集中的降水可能影响部分团聚体

由表 3 可知，土壤孔隙度（TP）均表现为随深

的稳定，但仍能保持较高的土壤团聚作用，进而

度增加而降低，与前述环刀法测定孔隙度的变化趋

增加土壤孔隙平均直径。从孔隙平均孔径来看，3

势相同。而且，6 月份土壤总孔隙度大于 10 月份

个样地各土层在 6、10 月间基本无差异。这说明

（P<0.05）。土壤孔隙平均当量直径（ED）、孔隙平

ED、Dp 两个指标在反映土壤孔隙大小特征方面仍

均孔径（Dp）反映土壤孔隙大小。对于 ED，除北

存差异。因此，研究土壤孔隙大小特征时，应将两

城土壤 6 月份的 ED 随土壤深度而下降外，其它样

指标联合应用，以较全面地反映土壤孔隙的大小

地均无显著差异。由方差分析可知，6、10 两月许

特征。

营土壤的 ED 值明显大于其它两个样地（P<0.05）。

孔隙长短径比率（RR）反映土壤孔隙的最长、

朱老庄土壤的 Dp 在 6、10 两个月均随土壤深度下

最短半径之比。由表 4 可知，朱老庄、北城表层

降而减少，北城土壤的 Dp 仅在 10 月呈上述趋势，

与下层土壤孔隙的 RR 值在 10 月均存在明显差异，

许营土壤的 Dp 在各土层间无显著差异。许营表层

基本上随土壤深度增加而增大（P<0.05），朱老庄

土壤 6 月的 ED 显著大于 10 月（P<0.05），其原因

6 月的 RR 值也呈相似趋势。其原因可能是：朱老

可能是：许营土壤的砂质壤土团聚作用较弱（图

庄、北城上层土壤由于团聚作用较强，多为复合

1 a），玉米生 长 季 是 一 年 中 降 水 较 集 中 的 时 期，

堆集孔隙；而下层土壤孔隙形态多为孔洞、孔道，

相对较多的降水可能减弱团聚体的稳定性，增强

形态较为狭长（图 2）。此外，玉米生长季结束后

土 壤 的 坚 实 度。 朱 老 庄 表 层 土 壤 6 月 的 ED 显 著

（10 月），壤土的 RR 值较生长季开始时（6 月）明

小于 10 月（P<0.05），表明经过玉米生长季，朱

显降低（P<0.05）。这意味着玉米生长季结束后，

老庄土壤的孔隙变大。其原因可能是：该点土壤

壤土各层土壤孔隙形状的扁平化程度较生长季开始

较 许 营 的 粘 粒 含 量 高， 团 聚 作 用 明 显 强 于 许 营

时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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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cm）

XY

BC

XY

ZLZ

BC

6月

0～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0～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0～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ZLZ

样点

TP（μm）

土壤层次

样点

土壤孔隙形态指数
ED（μm）

10 月

32.87±3.79 aA
29.61±3.66 abA
26.05±8.91 bcA
23.25±3.77 cA
21.87±4.42 cA
30.66±3.62 aA
28.02±7.94 abA
24.66±5.19 bcA
23.05±3.54 cA
20.87±4.08 cA
28.49±8.64 aA
24.93±3.40 abA
22.12±3.07 bA
22.58±4.40 bA
20.07±4.55 bA

6月

15.63±6.41 aB
17.43±4.34 aB
13.03±6.37aB
  6.88±1.38 cB
  8.46±4.14 bcB
12.94±7.71 aB
10.32±5.87 aB
  7.80±0.56 aB
11.57±4.49 aB
10.16±5.07 aB
12.97±5.46 aB
15.60±3.49 aB
13.03±5.94 aB
10.92±5.31 aB
11.35±4.31 aB

C

土壤层次

Dp（μm）

10 月

7.60±1.26 aA
6.97±1.19 aA
7.43±1.43 aA
7.80±1.61 aA
8.52±2.40 aA
3.52±0.40 aB
4.75±1.47 abA
4.23±0.64 bcB
4.68±1.14 abB
5.38±1.55 aA
6.66±1.34 aA
6.26±1.26 abA
6.32±1.05 abA
5.68±0.62 bA
4.56±0.38 cB

6.28±0.99 bB
7.23±2.11 abA
6.49±1.30 bA
6.66±1.35 bA
8.44±1.85 aA
5.16±0.64 bcA
5.76±1.22 abcA
5.12±0.65 cA
6.04±0.82 abA
6.32±1.17 aA
6.26±3.66 aA
5.80±1.18 aA
5.42±0.91 aA
5.44±0.81 aA
5.11±0.69 aA

D

6月

10 月

276.16±214.18 aA
140.95±104.42 bA
194.77±163.55 abA
162.47±92.21 abA
175.60±66.89 abA
253.50±225.54 aA
128.58±87.04 bA
107.79±41.82 bA
  98.47±56.75 bA
  80.39±58.82 bA
132.11±65.51 aA
  69.70±36.07 bA
  87.10±30.41 abA
  98.43±66.81 abA
117.12±91.44 abA

  79.13±28.97aB
111.98±86.17 aA
119.09±96.87 aA
  90.17±43.41 aB
  95.53±125.05 aA
122.86±98.32 aA
117.93±52.61 abA
  68.83±35.84 bA
  64.74±28.51 bA
  96.94±45.86 abA
198.64±159.46 aA
  87.18±28.89 bA
  87.15±42.24 bA
  99.28±55.88 bA
109.60±77.87 bA

RR

（cm）

6月

10 月

6月

10 月

0～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0～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0～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0.46±0.02 aA
0.45±0.01 aA
0.46±0.02 aA
0.47±0.02 aA
0.47±0.02 aA
0.48±0.01 aA
0.46±0.02 aA
0.46±0.01 aA
0.47±0.01 aA
0.48±0.02 aA
0.44±0.01 aA
0.43±0.01 aA
0.44±0.01 aA
0.45±0.02 aA
0.46±0.02 aA

0.45±0.02 aA
0.46±0.02 aA
0.47±0.01 aA
0.47±0.01 aA
0.48±0.02 aA
0.49±0.01 aA
0.47±0.02 aA
0.48±0.01 aA
0.46±0.01 aA
0.47±0.02 aA
0.48±0.01 aA
0.46±0.01 aA
0.47±0.02 aA
0.48±0.03 aA
0.49±0.02 aA

1.70±0.05 aA
1.74±0.04 aA
1.72±0.06 aA
1.71±0.06 aA
1.70±0.06 aA
1.72±0.14 aA
1.79±0.05 aA
1.82±0.02 aA
1.82±0.03 aA
1.80±0.05 aA
1.76±0.04 aA
1.82±0.03 aA
1.79±0.02 aA
1.80±0.03 aA
1.81±0.06 aA

1.76±0.04 aA
1.74±0.08 aA
1.73±0.08 aA
1.72±0.05 aA
1.71±0.08 aA
1.76±0.06 aA
1.72±0.10 aA
1.81±0.04 aA
1.79±0.03 aA
1.74±0.05 aA
1.69±0.16 aA
1.78±0.03 aA
1.79±0.04 aA
1.76±0.06 aA
1.77±0.06 aA

6月

S
10 月

10.28±1.45 aA 10.21±1.11 aA
10.20±0.99 aA 9.74±0.94 abA
  9.74±1.10 aA 9.00±0.51 bcA
  9.46±1.08 aA 9.14±0.68 bcA
  9.58±1.87 aA 8.49±1.54 cA
  8.09±0.49 bA 8.23±0.77 bA
  9.38±1.30 aA 8.77±1.42 abA
  9.04±0.46 aA 8.21±0.56 bB
  8.93±0.64 abA 9.51±0.65 aA
  8.74±1.34 abA 8.20±0.47 bA
10.36±1.20 abA 8.37±0.70 bB
10.78±0.71 aA 9.37±0.60 aB
10.36±0.96 abA 8.76±1.37 abB
  9.61±0.82 bcA 8.44±1.30 abB
  9.15±0.79 cA 8.13±0.63 bB

6月

10 月

39.7±2.2 aA
40.4±3.2 aA
38.8±2.6 aA
37.0±3.0 aA
38.2±4.8 aA
31.8±1.0 bA
35.9±4.5 aA
34.1±1.3 abA
34.0±2.4 abA
33.8±3.7 abA
39.0±3.4 abA
41.0±3.5 aA
38.4±3.4 abA
36.3±2.5 bcA
34.1±3.1 cA

37.74±4.00 aA
36.94±3.06 abA
34.37±1.27 bcA
34.33±1.68 bcA
33.98±3.23 cA
31.79±1.53 bA
33.44±3.75 abA
32.03±1.31 bA
34.41±1.43 aA
32.55±1.85 abA
32.48±1.27 abA
35.03±1.84 aA
33.92±4.86 abA
32.41±3.70 abA
31.62±1.89 bA

成圆率（C）反映了土壤孔隙形态与圆形的吻

壤的 D 值明显小于其它两个样地（P<0.05），但朱老

合程度。由表 3 可知，每个样地各土层间及同一土

庄及北城土壤间无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与土壤质地

层 6、10 两月的 C 值均无显著差异。表明土壤深度

及团聚作用有关。许营土壤质地为砂质壤土（表 1），

及作物生长均对孔隙成圆率无显著影响。然而，成

土壤组成物质较粗，团聚作用较弱，从土壤薄片中较

圆率会影响土壤通气性能和水分传输。研究表明，

难观察到形态较好的土壤团聚体，多形成简单堆集孔

C 值越高，土壤孔隙越接近于圆，越利于水分在土

隙；而朱老庄及北城土壤中粉粘粒含量较高，土壤团

壤中传输、保存及作物吸收利用

［19］

。本研究 3 个
［19］

样地 C 值均小于 0.5，明显小于其它研究

；由

土壤薄片也可能直接观察到土壤孔隙成圆率较低
（图 1），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土壤水分及养分在
土壤孔隙中的传输及作物吸收。

聚作用较强，在土壤薄片中可见明显的土壤团聚体，
形成复合堆集孔隙（图 1 b、c）
。因此，许营砂质壤土
孔隙复杂度小于其它两个样地。
土壤孔隙的形状系数（S）反映了土壤孔隙形
状的规则程度，其值越小孔隙形状越规则［10］。由

复杂度（D）反映了土壤孔隙的扭曲程度。由表

表 3 可知，3 个样地的 S 值远大于 5，即 3 个样地

3 可知，每个样地各土层间及同一土层 6、10 两月的

的土壤孔隙形状很复杂、不规则，这与成圆率的结

D 值均无显著差异。表明土壤深度及作物生长均对孔

果较为一致。由方差分析可知，6 月许营土壤的 S

隙复杂度无显著影响。由方差分析可知，6 月许营土

值明显高于朱老庄，10 月许营土壤的 S 值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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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它两个样地（P<0.05）。

越不规则、越复杂（表 4）。由表 3 可知，许营表

3

层土壤的 TP 值略大于其它两个样地，且 10 月许

讨论

营表层土壤的 S 值大于其它两个样地。土壤薄片的
结果也表明，许营的土壤孔隙以简单堆集孔隙为

土壤孔隙能较好地反映土壤结构性。由表 2、
3 可知，土壤总孔隙度及毛管孔隙度随土壤深度增

主，孔隙壁粗糙，而朱老庄、北城的土壤团聚作用

加而逐渐降低。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上层土壤的压实

较好，其土壤孔隙壁较许营土壤略为规则、圆滑

作用所致。由相关分析可知，土壤容重与孔隙度、 （图 1）。此外，10 月土壤总孔隙度明显低于 6 月，
Dp 值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层土壤对下层土壤的

表明玉米生长季增加了土壤总孔隙度（表 3）
。其

压实作用，致使孔隙平均当量直径 Dp 值下降，土

原因可能是：玉米生长季（6 ～ 10 月）是一年降水

壤孔隙度降低，从而增加了下层土壤的容重。由相

最多的时期，相对较多的降水可能会降低土壤团聚

关分析可知，土壤总孔隙度（TP2）与 C 值呈显著

体的稳定性，进而降低土壤的总孔隙度。此外，麦

负相关，与 S 值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土壤总孔隙度

收时农业机械压实也会降低土壤孔隙度，增加土壤

越大，土壤孔隙的复杂扭曲程度越小，孔隙的形状

容重。

砂粒
粉粒
粘粒
容重
TP1

容重

相关分析结果

粉粒

粘粒

ED

  Dp

-0.94**

-0.77**

  0.09

-0.10

-0.09

  0.06

  0.80**

  0.30

-0.02

-0.68**

  0.30

  0.44**

  0.50**

-0.02

  0.02

  0.01

-0.06

-0.68**

-0.28

-0.08

  0.62**

-0.19

-0.33

-0.04

**

  0.20

**

-0.40

-0.50**

-0.20

TP1

表4

  0.19
-1.00

毛管孔隙

  0.22
**

-0.77

**

  0.77**

毛管孔隙

TP2

-0.75
**

  0.62**
  0.26

-0.62

TP2

C

-0.25

D

  0.56

RR

S

  0.23

-0.46

*

  0.27

  0.09

-0.24

-0.26

-0.23

  0.46*

-0.27

-0.08

  0.24

  0.26

-0.21

  0.35

-0.05

-0.15

  0.09

  0.06

-0.02

  0.56**

-0.51**

  0.05

  0.57**

  0.63**

  0.17

-0.19

-0.63**

  0.44*

  0.57**

  0.14

**

  0.02

  0.17

-0.91**

-0.82**

  0.08

-0.08

ED
Dp
C

-0.65
-0.29

D

  0.95**

RR
注：* 为显著性 P<0.05；** 为显著性 P<0.01。TP1、TP2 分别代表常规实验手段及土壤薄片测得的土壤总孔隙度。

土壤质地（砂、粉、粘粒含量）能够影响土壤
孔隙形态。由相关分析可知，土壤孔隙平均当量直

4

结论

径与砂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粉、粘粒含量呈显

土壤容重均随深度增加而增加且 10 月份均大

著负相关。土壤孔隙复杂度与砂粒含量成显著负相

于 6 月份，粘壤土容重增加幅度大于壤土、砂质壤

关，而与粉、粘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砂粒含量与

土。土壤孔隙度均为表层向下逐渐减少且 10 月份

土壤孔隙的形状系数呈显著正相关，与粘粒含量呈

低于 6 月份。

显著负相关。表明，许营土壤砂粒含量越高，越容

砂质壤土孔隙形状均以简单堆集孔隙为主。而

易形成大孔隙，但孔隙的复杂、扭曲程度越小，孔

粘壤土、壤土则以复合堆积孔隙为主，且土壤团聚

隙形状越不规则。反之，朱老庄、北城土壤粉、粘

作用较强。

粒含量越高，形成的土壤孔隙越小，孔隙形状较

不同质地土壤的孔隙平均当量直径、土壤孔隙

规则，但孔隙的复杂、扭曲程度越大。此外，由

复杂度及土壤孔隙形状系数存在明显差别，且与

实验测得的土壤总孔隙度与土壤薄片测得的土壤

砂、粉、粘粒含量显著相关。表明土壤质地（砂、

总孔隙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表 4），表明土壤薄

粉、粘粒含量）能够影响孔隙形态。

片分析也是较好的土壤孔隙测量方法。综上，土
壤质地（砂、粉、粘粒含量）能够影响土壤孔隙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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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oid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uvo-aquic soil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ZHANG Bao-hua*，TAO Bao-xian，CAO Jian-rong，LIU Zi-ting（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Abstract：The arrangement of particles and soil aggregation are the basic factors affecting soil void morphology．Soil samples
with the texture of loam，clay loam，and sandy loam were collected in Dongchangfu district of Liaocheng city．The routine
method and soil thin section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id morphology and their response to soil tex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soil bulk density increased and soil porosities reduced with decreasing soil depth．
Moreover，the soil porosities in June were larger than those in October．（2）The pore is simple packing voids in the sandy
loam．As with the loam and clay loam soils，their pore is compound packing voids，and their soil aggregation is better than
sandy loam．（3）The values of equivalent pore diameter（ED）and pore shape coefficient（S）of sandy loam were larger
than those of loam and clay loam，and the value of pore complexity（D）of sandy loam was lesser than that of loam and clay
loam．The value of ED and S had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sand，and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oncentrations of silt and clay．The value of D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sand，and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centrations of silt and clay．In general，the soil
texture（i.e. the concentrations of sand，silt and clay）could aff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id morphology.
Key words：soil texture；soil thin section；void morphological index；fluvo-aquic soil；lower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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