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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东麓葡萄产地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养分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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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中国优质葡萄和葡萄酒产区，其土壤养分状况关系着葡萄品质的提升，更关系着整个

区域葡萄酒品牌的发展。为了解荒漠草原开垦为葡萄地，土壤养分受农业管理措施干预后随种植时间的变化情况，
以原生荒漠草原为对照，选取种植 1、7、20 年的葡萄样地，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和 LSD 多重比较
法，研究了不同种植年限、不同深度土壤养分状况、土壤养分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荒漠草原开垦为葡
萄地后，除全钾外，其他养分指标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均呈上升趋势，表明土壤种植年限的增加及葡萄地管理措
施有利于土壤总体养分的积累，种植 20 年的葡萄土壤较荒漠草原全氮、全磷、有机质、速效钾、有效磷分别提高
了 0.24 、1.31 、0.21 、1.43 、24.93 倍。荒漠草原开垦初期，土壤养分随土层深度的变化规律发生改变，随着种
植时间的延长逐步稳定，各种植年限受到牛粪施入的影响，土壤养分在 30 ～ 40 cm 深度波动变化。就土壤养分因
子间的相关性而言，土壤有机质与全氮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 0.995；各养分因子间存在不同程度的
相关性，表明土壤养分因子间关系密切，存在协同或拮抗作用，可以用其综合反应土壤肥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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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东麓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地处北

N、P 差异明显且含量不高，处于全国中等较低水

纬 37°43′～ 39°23′，东经 105°45′～ 106°47′，

平；C/P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田欣等［1］对贺兰山

银川平原西部边缘，贺兰山沿山以东，涵盖了石嘴

东麓葡萄产区土壤肥力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该

山、银川和吴忠三市。属中温带干旱气候区。贺兰

区域土壤综合肥力属于贫瘠水平，碱解氮含量低是

山东麓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成为了

土壤肥力的主要限制因子。

中国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也是世界最佳酿酒葡萄生
态区之一。

但有关于贺兰山东麓荒漠草原土壤开垦后，葡
萄产地土壤养分受农业管理措施影响下随种植年限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规划，至 2020 年在

的变化特征研究还少见报道。因此本研究以贺兰山

贺兰山东麓形成百万亩葡萄种植长廊，大量荒漠草

东麓原生荒漠草原土壤为对照，以种植 1、7、20 年

原开垦为葡萄地，地表覆被发生改变，开垦后形成

的葡萄地土壤为研究对象，探讨由荒漠草原开垦为

的土壤其物理、化学及生物学性质也都发生了极大

葡萄地，受到农业管理措施干预后随着种植年限的

的变化。因此，贺兰山东麓葡萄产区已经成为生态

延长，葡萄土壤养分的变化情况，为贺兰山东麓葡

学家、土壤学家重点关注的区域。目前围绕贺兰山

萄品质的提升及葡萄种植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东麓葡萄产区土壤肥力

［1］

、土壤微量元素

［3］

壤水肥管理

［2］

［4］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土

等方面已

展开研究，杨海江等［5］ 以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东
麓 4 处葡萄种植区为研究区域，研究了该区域土壤
C、N、P 化学计量特征，结果显示该区域土壤 C、

1
1.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的葡萄

样地。贺兰山东麓属中温带干旱气候区，全年平均
气温约 5 ～ 9℃，气温日较差、年较差大，太阳辐

收稿日期：2018-09-16；录用日期：2018-12-30

射强；干旱少雨，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94.3 mm，降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宁夏贺兰山东麓荒漠草原土壤碳库

水集中于夏秋季节；全年蒸发量在 1 000 mm 以上，

对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的响应机制（416601050）
。
作者简介：王志秀（1993-），女，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为环境变化与生态安全。E-mail:1105704973@qq.com。
通讯作者：贺婧，E-mail:819848204@qq.com。

气候干燥。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区北起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最南端至吴忠市红寺堡区，主要产区
涉及 30 余乡镇，20 余万 hm2 土地。土壤类型以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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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土为主，同时涵盖了风沙土、灌淤土、淡灰钙

定。土壤全氮采用凯氏定氮法；全磷采用氢氧化钠

土、砾质砂土和少量灰漠土，该区域光照充足，积

熔融—钼锑抗比色法；全钾采用氢氧化钠熔融—火

温高，特别适宜种植中熟欧亚酿酒葡萄品种。在这

焰光度法；有效磷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

样干旱的气候条件下，葡萄成熟缓慢而充分，香气

法；速效钾采用中性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有

发育完全，色素形成良好，含糖量高，酸度适中，

机碳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

［6］

无病虫害

，具有国内其它地区无法相比的品质

1.4

数据分析

优 势。 截 至 2016 年 底， 该 区 域 葡 萄 种 植 面 积 达
2

使用 SPSS 19.0、Excel 2007 对土壤养分数据进

40 666.7 hm 。

行分析与处理。结合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

1.2

试验样地设置与样品采集

标准将土壤养分含量进行分级，对原生荒漠草原土

土壤样品采集于 2017 年 9 月进行，在贺兰山

壤样品、不同种植年限、不同深度葡萄地土壤养分

东麓设置 4 个处理，以原生荒漠草原土壤为对照，

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对其差异性进行单因素方

另 3 个处理分别为种植葡萄时间为 1、7、20 年的

差分析与 LSD 多重比较。

样地。不同种植年限的葡萄地均由荒漠草原开垦而
来，开垦过程均为采用大型挖掘机从地表向下约

2

80 ～ 100 cm 处将土壤挖起后翻倒，人工捡出表层

2.1

结果与分析
不同种植年限葡萄地土壤基本状况

土壤中的大块砾石，在土壤 30 cm 处施入牛粪。该

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地由荒漠草原开垦而来，土

过程使土壤松动，原土壤分层发生改变。葡萄种植

壤砾石含量高，荒漠草原与种植 1 年的葡萄地土

样地均采用滴灌的灌溉方式，葡萄地在初期开垦

壤 >2 mm 砾石平均含量为 62.81%，种植 7 年的葡

翻土时施入牛粪，滴灌每月一次，每次 24 h；种植

萄地土壤砾石含量为 25.98%，种植 20 年的葡萄地

7 年的葡萄地依据土壤干湿状况，春、夏、秋３季

土壤砾石含量为 53.35%；土壤深层砾石含量高于

平均每半月滴灌一次，每次 24 h，8 月份控水；肥

表层。土壤平均容重为 1.58 g·cm-3，土壤呈碱性，

料以牛粪为主，每两年施加一次，春季施入，平均

其中种植 20 年的土壤样地土壤 pH 值为 7.97，这

-2

1 500 kg·hm ， 埋 于 约 30 cm 土 层。 种 植 20 年 葡

是由于有机肥的施入调节了土壤酸碱度，其他土壤

萄土壤灌水平均每月一次，每次 20 h，每年 5 月、

pH 值平均为 8.48。土壤含水量：荒漠草原 3.02%；

8 月以滴灌形式将氮肥施入土壤，平均施加氮肥 50

种植 1 年葡萄地 5.84%；种植 7 年葡萄地土壤水分

-2

kg·hm ，每 3 年施加一次牛粪，春季施入，平均
-2

7 500 kg·hm ，填埋入土壤约 30 cm 处。

含量较高，为 11.61%，与长期及时滴灌有关；种
植 20 年葡萄地土壤含水量为 7.17%。就养分投入

采样点选取时避开马路边缘，选择具有代表

状况而言，待开垦的荒漠草原、种植 1 年的葡萄地

性的 200 m×200 m 的样区，每个样区内布设 3 个

未投入化肥、有机肥等肥料，种植 7 年的葡萄地投

样方，每个样方按照对角线法选择 5 个点作为采

入少量的磷钾肥，种植 20 年葡萄地土壤中施入牛

样点，采集土壤剖面 0 ～ 10、10 ～ 20、20 ～ 30、

粪等有机肥。

30 ～ 40、40 ～ 60、60 ～ 80、80 ～ 100 cm 土壤样

2.2

品。每层 3 点取样并混合均匀代表各层土壤样品，

2.2.1

每个样方内的 5 个样点按照土壤分层进行混合，代

土壤养分含量差异性分析
贺兰山东麓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养分含量差异
为了解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区土壤养分特征，

表该样区。采集的土壤样品挑拣植物根系、凋落

对所采集的土壤样品养分平均含量做了简单的描述

物、砾石后风干，使用立式行星球磨仪（PBM-1A）

统计与分级。如表 1 所示，不同年限土壤全氮、全

研磨，过 0.9、0.25、0.15 mm 标准筛，用于不同土

磷含量均处于较低水平，种植葡萄 7 年的土壤全氮

壤养分指标的测定。

含量最低，为 0.39 g·kg-1；荒漠草原全磷含量最

1.3

样品分析方法

低，为 0.16 g·kg-1，土壤开垦后随种植年限的延长

土壤 pH 值采用电位法测定；土壤电导率采用

其含量逐步增加；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

电极法测定；土壤粒径采用 Mastersizer 3000（英国）

级标准［8］，各年限土壤全钾含量均处于一级水平；

激光粒度仪进行测定；土壤砾石含量采用筛重法

荒漠草原开垦为葡萄地后，全钾含量基本随种植年

测定；土壤养分含量按照鲍士旦
16

［7］

的方法进行测

限的延长而下降，种植 20 年的葡萄土壤受有机肥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19 （3）
施加量的影响而增加；种植 20 年的土壤有机质含

高，土壤开垦后基本呈下降趋势；种植 7、20 年的

-1

量最高，为 11.18 g·kg ，处于四级水平，与施肥

葡萄土壤有效磷含量较高，荒漠草原与种植 1 年含

和凋落物的积累有关；各年限速效钾含量相对较

量低，处于六级水平。

表1
全氮
种植年限

平均含量
-1

（g·kg ）

不同年限土壤有机质、养分平均含量统计与分级

全磷
养分
分级

平均含量

全钾
养分

-1

平均含量

有机质
养分

-1

平均含量

速效钾
养分

平均含量

（g·kg ） 分级

-1

-1

（mg·kg ）

有效磷
养分

平均含量

分级

-1

养分

（g·kg ） 分级

（g·kg ） 分级

（mg·kg ） 分级

荒漠草原 0.59±0.03abAB 五级 0.16±0.05bB 六级

30.16±1.20aA 一级

9.25±0.02aA 五级   88.84±4.12bAB 四级   1.48±0.17cB 六级

1年

0.53±0.12abAB 五级 0.19±0.01bB 六级

29.95±0.95aA 一级

8.61±1.16aA 五级   90.93±12.37bB 四级   1.59±0.54cB 六级

7年

0.39±0.09bAB

六级 0.23±0.03bB 五级

27.50±0.84aA 一级

6.78±1.47aA 五级 127.81±15.56bAB 三级 16.36±3.96bB 三级

20 年

0.73±0.16aA

五级 0.37±0.06aA 五级

27.88±2.72aA 一级 11.18±3.91aA 四级 216.13±74.13aA 一级 38.37±11.96aA 二级

注：同列不同的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数据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和显著水平（P<0.05）。

土壤速效钾、有效磷含量随种植年限的延长而增

与深层含量差异极显著。

加，在种植葡萄 20 年土壤样品中达到最高值，分别
-1

除全钾之外，不同年限土壤养分含量均随土层

为 216.13、38.37 mg·kg ，明显高于其他年限土壤；

深度增加基本呈波动下降趋势，表层土壤养分含量

荒漠草原、种植 20 年的土壤全磷、全钾、速效钾、

最高，荒漠草原表层土壤速效钾、有机质、全氮含

有效磷含量之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表明随种植年

量分别是深层土壤的 5.44、5.36、6.06 倍（表 2）；

限的延长，人为管理措施对土壤养分含量影响显著，

不同年限土壤全钾含量在土壤深度约为 40 cm 处出

除全钾外，全磷、速效钾、有效磷含量均明显上升。

现转折，开始呈逐步上升趋势，其他养分指标仍呈

对土壤养分含量之间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

下降趋势，但下降速率有所变化；荒漠草原土壤全

分析与多重比较，4 个处理的土壤速效钾、全磷、

氮、全磷、有机质、速效钾含量随土层深度增加呈

有效磷含量存在极显著差异；全钾含量：荒漠草

明显下降趋势，但种植 1 年的土壤养分随土层深度

原 >1 年 >20 年 >7 年，荒漠草原土壤与种植葡萄 7

变化规律不明显，这与土壤开垦过程对原土壤分层

年、20 年的葡萄地土壤全钾含量差异显著；荒漠

扰动有关；种植 7 年的土壤养分含量从表层向下呈

草原土壤、种植葡萄 1、7 年土壤与种植葡萄 20 年

下降趋势，全磷、速效钾、有效磷到达深层时含量

的土壤速效钾含量存在极显著差异，种植葡萄 20

有所回升，这与种植 7 年的葡萄根系下扎深度密切

年的土壤速效钾含量是种植 1 年的 2.43 倍，20 年

相关；种植 20 年的葡萄土壤全氮、全磷含量在约

>7 年 >1 年 > 荒漠草原；种植葡萄 20 年的土壤全

30 cm 深度上有所上升，之后继续下降，全磷、有

磷、有效磷含量远高于其他年限土壤，较荒漠草

效磷随土层深度变化幅度较大，差异规律不明显。

原分别提高 2.25、25.93 倍，存在极显著差异；土

以上分析显示土壤开垦对土壤养分随土层深度的变

壤速效钾、全磷、有效磷含量均随种植年限增加

化规律有明显影响。

而升高。种植葡萄 20 年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

2.3

-1

达 11.63 g·kg ；种植 7 年的有机质含量最低，为
-1

土壤养分因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为了解不同种植年限、不同土层深度分别与土

6.89 g·kg ，存在极显著差异；种植 7 年与 20 年

壤养分因子之间的关系，对所研究的土壤养分因子

葡萄地土壤全氮含量也存在显著差异。

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2.2.2

贺兰山东麓土壤养分随土层深度的变化情况

由表 3 可见，荒漠草原开垦为葡萄地后，种植 7

不同年限土壤养分随深度变化的方差分析结果

年的葡萄地土壤有效磷与全氮、有机质、速效钾呈现

显示：各年限土壤养分具有明显的表聚性；除全

极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荒漠草原到种植 20 年，土壤

磷、全钾含量在不同深度上差异不显著之外，表层

开垦后，葡萄地土壤全磷与速效钾、全磷与有机质的

土壤全氮、有机质含量与深层含量差异极显著；种

相关性由显著水平下降为不显著后上升为显著相关，

植 1 年、20 年的土壤表层全磷含量与深层的差异

有效磷与有机质、速效钾的相关性发生变化，在种植

达到极显著水平，种植 1 年的土壤表层速效钾含量

7 年时达到最大，到种植 20 年时相关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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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年限
荒漠
草原

1年

7年

20 年

各年限不同深度土壤有机质、养分含量

土壤深度

全氮

全磷

全钾

有机质

速效钾

有效磷

（cm）

（g·kg-1）

（g·kg-1）

（g·kg-1）

（g·kg-1）

（mg·kg-1）

（mg·kg-1）

0.98±0.09a
0.88±0.06ab
0.79±0.18ab
0.64±0.01b
0.47±0.17bc
0.24±0.00c
0.16±0.05c
0.65±0.14ab
0.70±0.09a
0.78±0.19a
0.75±0.22a
0.41±0.18b
0.17±0.10b
0.22±0.07b
0.79±0.32a
0.57±0.16ab
0.36±0.03b
0.33±0.13b
0.27±0.03b
0.22±0.07b
0.17±0.10b
1.01±0.24ab
0.89±0.06ab
0.92±0.24ab
0.86±0.25ab
0.71±0.36ab
0.55±0.33b
0.20±0.08b

0.19±0.04a
0.19±0.05a
0.17±0.04a
0.16±0.04a
0.17±0.08a
0.14±0.02a
0.14±0.07a
0.21±0.02a
0.21±0.01a
0.22±0.03a
0.22±0.02a
0.16±0.01b
0.14±0.03b
0.17±0.01b
0.26±0.01a
0.25±0.04a
0.23±0.03a
0.21±0.02a
0.21±0.03a
0.21±0.03a
0.23±0.07a
0.52±0.24a
0.44±0.05bcd
0.58±0.24d
0.47±0.18cd
0.22±0.10bcd
0.23±0.13abc
0.14±0.05ab

30.52±0.93a
30.57±0.66a
29.81±1.05a
28.98±0.49a
28.83±2.26a
30.08±0.06a
32.33±4.11a
30.37±1.93ab
29.03±1.43b
28.77±0.66b
28.58±0.75b
30.60±0.37ab
30.58±1.65ab
31.69±1.22a
27.91±0.65a
27.12±0.96a
27.96±1.39a
27.71±1.50a
26.96±0.97a
27.05±1.78a
27.81±0.91a
28.22±2.80a
27.98±3.25a
27.63±3.03a
27.55±2.81a
28.09±2.38a
27.95±4.30a
27.74±0.72a

15.47±0.30a
13.21±2.04a
10.09±6.19abc
10.48±0.13ab
7.88±5.15abc
5.12±2.96bc
2.49±0.49c
11.64±0.95a
10.42±0.64ab
11.48±2.73a
11.26±2.64a
7.94±2.31b
3.08±0.53c
4.44±0.55c
14.17±6.09a
9.38±2.64ab
5.77±0.53bc
6.20±1.75bc
4.86±0.15bc
3.92±0.56c
3.14±2.30c
14.29±1.75a
13.44±3.06a
14.08±5.69a
13.80±5.58a
9.37±5.23ab
8.83±5.97ab
4.45±3.38b

190.54±9.45a
141.26±9.46b
79.55±24.89c
62.61±0.95cd
65.11±4.50cd
47.77±26.66cd
35.02±2.66d
142.78±33.60a
109.60±25.18ab
130.66±51.42a
125.64±31.52ab
72.53±41.95b
27.10±6.28b
28.21±3.06b
208.23±63.97a
162.96±37.88ab
122.77±26.95b
114.87±33.27b
86.99±21.71b
103.47±12.73b
95.35±26.39b
315.91±116.78a
262.17±126.58ab
231.62±94.37ab
247.17±75.06ab
217.26±124.63ab
139.19±104.39ab
99.55±76.52b

2.52±0.84a
1.13±0.04bcd
0.73±0.06d
1.07±0.06cd
1.24±0.48bcd
1.68±0.28abc
1.99±0.09ab
1.82±1.72a
1.43±0.61a
1.36±0.30a
1.83±0.67a
1.33±0.40a
1.38±0.71a
1.97±0.80a
25.68±16.60a
22.38±3.90ab
15.32±8.23ab
12.41±5.18ab
9.57±3.63b
15.96±6.52ab
13.31±9.00ab
52.41±28.27a
47.80±23.01a
52.21±20.31a
46.07±8.74a
17.36±8.20a
49.36±69.23a
3.39±1.77a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40 ～ 60
60 ～ 80
80 ～ 100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40 ～ 60
60 ～ 80
80 ～ 100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40 ～ 60
60 ～ 80
80 ～ 100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40 ～ 60
60 ～ 80
80 ～ 100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列数值在 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年限
荒漠草原

1年

7年

20 年

项目
全氮
全磷
全钾
有机质
速效钾
有效磷
全氮
全磷
全钾
有机质
速效钾
有效磷
全氮
全磷
全钾
有机质
速效钾
有效磷
全氮
全磷
全钾
有机质
速效钾
有效磷

全氮

表 3 不同年限土壤有机质、养分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全磷

1

0.939
1

**

1

全钾

有机质

有效磷

*

-0.111
-0.058
0.545
-0.154
0.359
1
-0.039
0.351
0.287
0.036
0.036
1
0.883**
0.679
0.210
0.899**
0.948**
1
0.788*
0.796*
0.333
0.782*
0.630
1

-0.293
-0.208
1

0.993
0.911**
-0.300
1

0.864
0.877**
0.027
0.835*
1

0.817*
1

-0.868*
-0.461
1

0.986**
0.871*
-0.809*
1

0.958**
0.860*
-0.740
0.974**
1

1

0.519
1

0.252
0.098
1

0.995**
0.540
0.272
1

0.978**
0.561
0.335
0.985**
1

1

0.889**
1

  0.189
-0.147
1

0.987**
0.894**
0.101
1

0.949**
0.813*
0.325
0.948**
1

注：** 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5（双侧）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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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养分因子的总体研究显示（表 4），由

与葡萄生长及根系深度有关。就土壤养分指标之间

于受到土壤开垦以及管理措施的影响，种植年限与

的相关性而言，土壤全钾与速效钾、全磷、有效磷

土壤速效钾、全磷、有效磷存在极显著的强正相关

呈显著负相关；速效钾、全磷与其他养分因子之间

关系（确定标准为相关系数大于 0.6

［9］

），但与全

多数呈极显著的相关关系。以上分析结果表明荒漠

钾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全钾主要来源于

草原开垦后，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区种植年限与土

母岩，含量受人为影响小，而受葡萄生长消耗影响

壤深度对土壤养分状况的影响较为强烈，土壤养分

较大；土层深度与速效钾、有机质、全氮呈极显著

因子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某一养分因子的变化会

强负相关关系，与全磷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主要

引起其他土壤养分的明显增减。

表 4 葡萄土壤养分因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项目
种植年限
土层深度
全钾
速效钾
全磷
有效磷
有机质
全氮

3
3.1

种植年限
1
0.000
-0.620**
0.700**
0.707**
0.843**
0.339
0.246

土层深度

全钾

速效钾

全磷

有效磷

有机质

全氮

1
0.123
-0.640**
-0.405*
-0.235
-0.821**
-0.812**

1
-0.476*
-0.436*
-0.546**
-0.212
-0.122

1
0.831**
0.780**
0.836**
0.768**

1
0.880**
0.673**
0.588**

1
0.535**
0.424*

1
0.963**

1

讨论
土壤养分随种植时间的变化情况
土壤养分现状分析结果显示，荒漠草原开垦

土壤中，除全钾以外的其他养分含量较其他年限均
为最高。
3.2

土层深度对土壤养分状况的影响
荒漠草原与葡萄地土壤养分含量均具有明显的

后，不同养分指标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及农业管理

表聚性［13］，这是由于表层土壤较为疏松，通气性、

措施干预在土壤中有不同程度的累积，这与刘建霞

结构性好［14］，能够及时接受水分输入；此外，表

等［10］、朱余清等［11］ 的研究成果一致。在荒漠草

层土壤中微生物较多，使累积凋落物分解转化为土

原开垦为葡萄地过程中对土壤进行翻动，荒漠草原

壤养分，能够改善表层土壤养分状况；随着荒漠草

植被的植株和根系对土壤养分的归还，辅之以管理

原的开垦、种植年限的延长以及相应的管理措施干

措施的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土壤的生

预，土壤表层养分逐步提升。

产力，改善了土壤环境质量，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

除全钾外，大部分土壤养分指标随土壤深度的

以及农业管理措施的干预，枯枝落叶和有机肥料在

变化情况基本呈波动下降趋势，数据分析结果显

土壤中腐解，土壤速效钾、全磷、有效磷含量均明

示：葡萄地土壤养分指标在深度约为 30 ～ 40 cm

显上升。但由于土壤中的全钾主要来源于成土母

处发生变化，土壤全钾的变化由此发生转折，荒漠

质［12］，外源施肥料以表层添加氮肥为主，对全钾

草原土壤、种植葡萄 1 年的土壤全钾在 30 cm 处变

的补给量较少，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增施化肥促

化情况发生转变，而种植葡萄 7、20 年的土壤全钾

进葡萄生长的同时会加速对土壤中全钾的消耗，补

含量在 40 cm 处变化情况发生转折，这是由于荒漠

给量小于消耗量，导致土壤中的全钾含量逐步下

草原以及种植 1 年的葡萄根系一般分布在地下 30

降，因此全钾含量随种植年限的延长呈快速下降趋

cm 以内，下扎较浅，而种植 7、20 年的葡萄根系

势。种植葡萄 20 年的土壤全钾含量出现小幅度上

发达，下扎较深，由地表向下 30 ～ 40 cm 处受植

升是由于为满足葡萄生长以及产量需求，种植户施

物根系量的影响，全钾含量逐渐减少，继续向下时

用了大量牛粪作为肥料，而牛粪中所含有的养分十

植物根系减少，土壤全钾含量逐渐接近成土母质含

分丰富，不仅使其他养分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补充

钾量。而速效钾、有机质、全氮不同于全钾，土壤

了土壤中全钾缺失的状况，而种植 7 年的葡萄地施

表层易从肥料中得到补充，但深层难以获得补给，

用牛粪次数少，作用不够显著，因此种植 20 年葡

因此由表层向下含量逐渐减少，在根系较为密集的

萄地较 7 年的土壤全钾含量高，种植葡萄 20 年的

土层下降较快，随着土层加深，植被根系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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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养分的吸收速率减缓。

土壤养分因子之间的关系密切，且较为复杂，

荒漠草原土壤养分含量随土层深度增加呈下降
趋势，土地开垦后，这一规律有所变化，在小范围
内有所波动，且随种植时间的延长，在一定深度养
分聚集。种植葡萄 20 年的土壤全磷、有效磷、有
机质、全氮等养分指标在约 30 cm 处养分含量较
高，这是由于长期在约 30 cm 的土层施肥，导致该
深度区域附近土壤养分集聚。随土壤深度增加，仍

存在协同或拮抗作用，可以用其综合反映土壤肥力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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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nutrient characteristics after different grape planting years at the eastern piedmont of Helan Mountains
WANG Zhi-xiu，HE Jing*，CHEN Feng（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ingxia University，Ying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Eastern piedmont of Helan Mountains in Ningxia is a region of high quality grape and wine in China because of its
unique climate and suitable soil nutrient．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soil nutrients with grape planting years
under the agriculture management practices after soil reclamation in desert grassland，the soil nutrient contents at different
soil depth after 0，1，7 and 20 years grape planting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 by Pearson’s Correlations，ANOVA
and LSD Multiple comparison．It shows that all soil nutrient factors are going up except total K with the growing years after
soil reclamation of desert grassland，which reflects that planting years and agriculture mangement practics are helpful to
nutrient accumulation．Soil nutrients such as TN，TP，SOM，AK，AP of the 20-year-planting treatment are 0.24，1.31，
0.21，1.43，24.93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of desert grassland．In the prime stage of soil reconstruction，the rule of soil
nutrient has changed，but it gets stable with growing years．Soil nutrient of different years vary in 30 ～ 40 cm soil depth，
which is caused by cow dung applied as organic fertilizer．As f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il nutrients，soil organic matter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otal nitrogen，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995．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relevance
among different nutrient factors，which indicates that soil nutrient factor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can be used to reflect soil
fertility level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east piedmont of Helan Mountains；different planting years；nutrient characteristics；soil of planting grape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