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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草甸土不同种稻年限土壤理化性质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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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壤质量是评价土壤好坏的重要指标，也是土壤管理判断准则。为明确三江平原草甸土旱田改为水田后，

土壤质量随种稻时间延长的演变规律，以三江平原草甸土为调查对象，调查草甸土旱田改为水田后，不同种稻年
限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变化。结果表明：草甸土种稻后，耕层和心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随种稻年限增加呈增加趋
势；还原物质总量在耕层、犁底层和心土层均呈增加趋势；耕层土壤中 Fe2+ 和 Mn2+ 在种稻 6 ～ 10 年达到最高值，
然后向下迁移，到 40 年在心土层达最高值；土壤固相比率和总孔隙在种稻初期变化不规律，种稻 40 年时，土壤
固相比率在心土层增加，直径 <0.000 2 mm 孔隙增加明显；随种稻年限增加，耕层 0.02 ～ 2 mm 颗粒比率增加，
<0.002 mm 颗粒降低并向下淋溶至心土层，心土层 <0.002 mm 颗粒比率增加；草甸土种稻后，部分土壤物理、化
学性质变化具有水稻土发育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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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土分布范围广，全国总面积约为 2 507 万

全钾呈下降趋势，pH 值呈上升趋势；刘鑫［7］ 研究

hm2［1］。黑龙江省草甸土是全国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

认为水稻土壤随开垦年限增加，有机质上升；李建

三江平原地区是草甸土主要分布区域，草甸土总面积

军等［8］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土研究发现，土壤

为 213.80 万 hm2［2］，草甸土是三江平原地区的主要耕

有机质、全氮、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随种

地土壤。由于草甸土所处位置地势低平、地下水位较

稻年限增加。王欣欣等［9］对杭州湾南岸的水稻土进

高，土壤质地黏重，在作物生育期间降雨过多易发生

行研究，得出随种稻年限延长，土壤有机碳在粒级

涝害现象，所以草甸土发展水田是趋利避害的有效

小的颗粒中所占比例增大，被封存的有机碳比例也

措施。20 世纪 90 年代后，三江平原大面积实施“旱

同时增加。武红亮等［10］ 对全国各省水稻土监测点

改水”，草甸土水田面积得到扩大［3-4］；草甸土种稻

进行养分监测，结果得出，与初期相比，长期种稻

后，根据其地下水位高和自然降雨多的特点，可以

土壤有机质、全氮基本稳定，速效养分提高。张广

充分利用水资源，降低自然灾害的发生。

才等［11］ 以辽宁棕壤、草甸土为研究对象，得出土

三江平原地区草甸土种植水稻时间短，一般
［5］

壤表层还原物质总量随种稻时间延长而增加。

。旱田改为水田

上述研究看出，不同地区、不同土壤上所得到

后，随种稻时间的延长，土壤物理、化学、肥力等

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只有以本地区的土壤为对

反映土壤质量特性的变化趋势，以及向水稻土演变

象，明确演变特点、探索自然变化规律，才能对当

50 ～ 60 年，最长不超过 100 年

［6］

对东北黑土开

地土壤管理提供可靠的指导意义。北方水田开垦年

垦种稻后的土壤养分变化进行研究，得出与未开垦

限短且大部分是由旱田改为水田，有关三江平原稻

土壤相比，随种稻年限延长，土壤有机质、全氮、

区旱改水后土壤理化特性动态变化特征及演变规律

的过程和速度仍是未知。迟美静等

缺乏相关研究。因此，本文针对三江平原地区主要
收稿日期：2019-08-11；录用日期：2019-09-28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D0300502-5）。

水田土壤草甸土，对其旱改水后不同种稻年限土壤
理化性质进行调查研究，明确其理化性质随种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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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源、合理培肥、耕作管理提供依据，对实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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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优质、高产及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地中选取 3 个代表性的位置进行调查。旱田土壤为

1

玉米茬，各水田土壤采样点距旱田采样点直线距离

材料与方法

1.1

为 1 km 以内。
现场采样方法：挖掘长、宽、高分别为 1.2、

供试土壤
供试土壤为潜育草甸土，该土壤黑土层深厚，

1、1 m 土壤剖面，确定耕层、犁底层厚度，按照

有机质含量高。从草甸土剖面可以看出，土体结构

土壤耕层（TL）、犁底层（PL）和心土层（SL）3

发育不明显，0 ～ 20 cm 土层为黑色，20 ～ 50 cm

个不同层次采集原状土样品。耕层土壤纵向取样

土层为暗灰色，50 cm 土层向下为黄棕色，各层土

位置为距地表 5 ～ 10 cm，犁底层取样位置为耕层

壤质地均为黏土。

下的全部犁底层，心土层取样位置在犁底层以下

1.2

采样地点

15 ～ 20 cm；横向取样位置为水稻行间土壤。物理

土壤样品采集地点为三江平原地区曙光农场，

指标测定样品取样方法用容积为 100 cm3 环刀取原

曙光农场位于三江平原腹地，地势低平、海拔为

状土、削平密封后带回实验室；化学指标测定样品

50 ～ 60 m，属于温带湿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

采用多点取样方法，多点样品采用四分法混合后

候，≥ 10℃年有效积温为 2 200 ～ 2 500℃，降水

留取 1.5 kg 土样装袋，除去植物残体、侵入体和铁

量为 500 ～ 600 mm。

锰结核等新生体，带回实验室阴凉处风干后过 2、

1.3

0.25 mm 筛，待测化学指标。

采样方法
土壤样品采集时间为 2015 年 10 ～ 11 月，根

土壤样品采集位置地理坐标及土壤外观特征情

据采样地点的实际情况确定采样位置，由于时间的

况见表 1，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2。从各样

局限性，采用时空互代法

［12-13］

（空间置换时间）确

点的土壤剖面看，采集的土壤颜色属于 YR 色系，

定土壤种稻年限。分别采集种稻年限为 0、6、10、

颜色在 5YR ～ 7YR 之间，耕层和犁底层颜色较暗，

23、40 年的土壤样品，以旱作农田为本底对照（0

心土层颜色较亮；从亚铁反应来看，种稻时间长的

2

年）。采样地块面积在 1 000 m 以上，在每一块样
表1
采样地点

坐标

0

曙光农场 3 区 13 站

130°42′E

9-1 号地

46°28′N

曙光农场 3 区 13

130°41′E

站小号地

46°29′N

曙光农场 3 区 13

130°41′E

站 7 号地

46°78′N

曙光农场 3 区 13

130°41′E

站 10 号地

46°31′N

曙光农场 3 区 13

130°40′E

站 9-2 号地

46°28′N

10
23
40

供试土壤剖面状况

厚度（cm）

年限

6

土壤有中度还原反应。

颜色（湿）

亚铁反应

耕层

犁底层

耕层

犁底层

心土层

耕层

犁底层

心土层

22

17

5YR2-1

5YR3-1

5YR4-2

无

无

无

18

4

7.5YR3-1

7.5YR3-1

7.5YR3-1

无

中度

无

20

5

7.5YR3-2

7.5YR3-2

7.5YR3-2

中度

中度

中度

20

5

7.5YR3-3

7.5YR3-3

7.5YR3-3

中度

中度

中度

18

6

7.5YR3-1

7.5YR2-1

7.5YR2-2

中度

中度

中度

表2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粒级组成（%）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全钾

（g/kg）

（g/kg）

（g/kg）

（g/kg）

<0.002 mm

0.002～0.02 mm

0.02～0.2 mm

0.2～2 mm

0

35.13

1.88

0.51

19.41

6.00

45.364

41.913

12.521

0.203

6

36.98

1.41

0.67

20.38

7.22

21.118

60.864

18.017

0

10

37.91

1.47

0.53

19.40

5.95

17.312

64.973

17.285

0.430

23

38.69

2.09

0.67

19.11

5.39

19.582

55.096

23.640

1.682

40

41.46

1.81

0.63

18.12

5.86

23.572

58.296

17.325

0.807

年限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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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土壤剖面记录：土壤剖面挖掘完成后，直接进

行剖面描述及记录。首先确定土壤类型，然后记录
经纬度、海拔高度、黑土层厚度、剖面层序、各土
层厚度、土壤水分状况、土壤颜色、地形地貌等
信息。
土壤化学性质测定：土壤有机碳采用重铬酸
钾容量法测定，还原性物质总量采用容量法测定，
Fe2+ 采用邻啡罗啉比色法，Mn2+ 采用醋酸铵浸提 高锰酸钾比色法测定

图1

［14］

。

土 壤 物 理 性 质 测 定： 土 壤 粒 级 组 成 采 用
MS2000 激光粒度仪进行测定；容重采用烘干法测
定［15］；土壤三相采用 DIK- 三相仪测定；土壤水
分 特 征 曲 线 测 定 方 法：0 ～ 150 cm（H2O） 吸 力

不同种稻年限土壤有机碳变化

从图 2 中看出，草甸土土壤中还原物质总量在
各层土壤中均表现随种稻年限增加而呈增加趋势，
在种稻 40 年时土壤中还原物质总量达到最高值，
耕层土壤中还原性物质总量明显低于犁底层。

段 用 DIK-3343 型 土 壤 pF 测 定 仪（ 日 本 ） 测 定，
150 ～ 16 544 cm（H2O） 吸 力 段 用 1500F1 型 压 力
膜仪（美国）测定；土壤孔隙组成由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计算取得，根据不同当量直径孔隙中体积含水
量求差，计算得出。
其中，当量直径计算方法为：d=h/3

式中，d 为土壤孔隙当量直径（mm）；h 为土
壤水吸力（kPa）［16］。
1.5

数据处理
采 用 DPS 7.0 软 件、RETC 软 件 和 Excel 2003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 DPS 数据处理软件
进行数据的标准差和方差分析。利用 RETC 软件，
在不同水吸力值下对水分数据进行输入，可获得土
壤水分特征曲线模拟方程，进一步计算出土壤孔隙
组成。利用 Excel 2003 数据处理软件作图，图表中
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稻年限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2.1.1

对土壤有机碳和还原物质的影响

图2

2.1.2

不同种稻年限土壤中还原物质总量变化

对土壤 Fe2+、Mn2+ 含量的影响
从图 3 中看出，草甸土种稻初期各层土壤中

2+

Fe 含量迅速增加，种稻 6 年后，随种稻年限增
加，耕层土壤中 Fe2+ 含量表现逐渐下降趋势；犁底
层土壤中 Fe2+ 含量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心土层
土壤中 Fe2+ 含量总体呈升高趋势，并在种稻 10 年
后超过耕层和心土层土壤中 Fe2+ 含量；草甸土土壤
中 Fe2+ 含量随种稻年限增加有向下迁移现象，种稻
10 年就可迁移到心土层，到 40 年在心土层达到最
大积累量。

从图 1 看出，草甸土耕层土壤有机碳含量高于
犁底层和心土层，心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与犁底层
有机碳含量差异较小；耕层土壤有机碳含量随种稻
年限增加呈逐渐增加趋势；犁底层土壤有机碳含量
在种稻初期增加，之后随种稻年限增加又逐渐下
降；心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随种稻年限增加表现增
加趋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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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0 （5）
从图 4 看出，草甸土种稻初期土壤中 Mn2+ 含量
2+

迅速增加，种稻 10 年后，耕层土壤中 Mn 含量呈
2+

下降趋势，犁底层土壤中 Mn 含量有先升高再下降
2+

的趋势，心土层土壤中 Mn 含量一直呈升高趋势，

2.2
2.2.1

不同种稻年限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对土壤三相组成的影响
从图 5 看出，草甸土种稻 10 年后，耕层土壤

的固相比率增加明显，之后随种稻年限增加又有

2+

并在种稻 10 年后明显超过耕层和心土层土壤中 Mn

降低趋势，种稻 40 年时土壤固相比率与种稻前相

2+

含量，草甸土土壤中 Mn 含量变化趋势与 Fe 含量

比仍表现增加趋势；犁底层土壤的固相比率在种

变化有相似趋势，随种稻年限增加有向下迁移现象，

稻初期降低，之后又逐渐增加，种稻多年后与种

种稻 10 年大量迁移到心土层，之后趋于平衡。

稻前无明显差异；心土层土壤固相比率种稻初期

2+

增加，之后随种稻年限增加有下降趋势，种稻初
期土壤波动大，可能与旱田改水田有关，但随种
稻年限增加，土壤固相比率有降低趋势。草甸土
各层土壤固相比率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变化，可能
与草甸土土质粘重，地下水位高，土壤长期潜育淹
水有关，也可能与取样位点有关，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图4

不同种稻年限土壤 Mn2+ 含量变化

图5

2.2.2

不同种稻年限土壤三相变化

对土壤颗粒组成的影响
从 图 6 看 出， 草 甸 土 种 稻 后， 耕 层 土 壤

量种稻后有增加趋势，0.02 ～ 0.2 mm 颗粒含量总
体降低；心土层土壤种稻 40 年后，土壤中 <0.002

中 <0.002 mm 的 颗 粒 含 量 随 种 稻 年 限 增 加 降 低，

mm 的颗粒含量明显增加，说明草甸土长期种稻

0.002 ～ 0.02 mm 颗 粒 含 量 和 0.02 ～ 0.2 mm 颗 粒

后 会 发 生 机 械 淋 溶 现 象， 耕 层 土 壤 中 <0.002 mm

含量随种稻年限增加整体呈增加趋势；犁底层土壤

粘 粒 会 逐 渐 向 下 淋 溶， 种 稻 40 年 即 可 淋 溶 到 心

中 <0.002 mm 颗粒含量和 0.002 ～ 0.02 mm 颗粒含

土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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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2.3

不同种稻年限土壤颗粒粒级变化

对土壤孔隙组成的影响

<0.000 2 mm 土壤孔隙比率增加明显，可能与土壤

从图 7 看出，草甸土种稻后耕层和犁底层土

粘粒淋溶到此层有关，土壤粘粒增加，土壤颗粒

壤孔隙总量和孔隙组成无规律性变化；心土层土

之间和土壤内部孔隙增加，导致土壤小孔隙比率

壤 总 孔 隙 随 种 稻 年 限 增 加 呈 增 加 趋 势， 尤 其 是

和总孔隙量增加。

图7

14

不同种稻年限土壤孔隙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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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讨论

结论

水稻土的形成是在长期种稻为主的耕作制度

三江平原地区草甸土种稻后，土壤物理、化学

下，土壤经常处于淹水还原、排水氧化、水耕粘

性质发生变化，具备向水稻土发育的初期特征，但

闭状态，以及大量施用肥料等频繁的人为管理措

也受土壤本身特性影响。

［17-18］

。根据地下水位高度和土壤

（1）草甸土种稻后，随种稻年限增加耕层和心

质地特征，各类土壤发育成的水稻土类型不同，按

土层土壤有机碳总量呈增加趋势，犁底层呈下降趋

水文特征一般分为地表水型、地下水型、过渡水

势；土壤中还原物质总量在各层均表现增加趋势，

施影响下形成的

［5］

型、良水型 4 种类型

。不同类型土壤在演变过程

耕层土壤中 Fe2+ 和 Mn2+ 含量在种稻初期增加，之

中，根据演变速度的快慢仍然保持着原土壤的一些

后由耕层向犁底层和心土层迁移，种稻 10 年后，

特性。

心土层土壤中 Fe2+ 和 Mn2+ 含量超过犁底层。
（2）草甸土种稻后，随种稻年限增加，土壤

三江平原地区草甸土地势低，地下水位较高，
地下水位一般在 1 ～ 2.5 m，介于地表水和地下水

固相比率和总孔隙变化幅度大，表现不规律，种

之间过渡类型的水文条件。草甸土种稻后受地表淹

稻 40 年后，心土层土壤固相比率和总孔隙量增加，

水影响，土壤长期处于还原状态，土壤氧化还原电

直径 <0.000 2 mm 土壤孔隙增加明显；种稻 10 年

位低，微生物分解速度慢，土壤有机碳得到积累，

后，草甸土出现粘粒机械淋溶现象，到 40 年心土

还原物质总量增加。另外，由于草甸土属于过渡水

层粘粒含量超过耕层和犁底层。

型土壤，在种稻后，土壤氧化还原交替作用明显，
土壤中 Fe2+、Mn2+ 迁移速度较快，在种稻 10 年后
就都迁移到心土层，与前人研究的水稻土有物质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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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meadow soil in paddy fields of different years in
Sanjiang plain
WANG Qiu-ju1，2，GONG Xiu-jie 3，CAO Xu4，JIAO Feng5，LIU Xin1，LI Jing-yang1，LIU Feng1（1．Institute of Soil
Fertilizer and Environment Resources，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6；
2．Key laboratory of Heilongjiang Soil Environment and Plant Nutrient，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6；3．Institute of Tillage
and Cultivation，Heilongji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6；4．Institute Microbiology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Scinces，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5．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Daqing
Heilongjiang 163319）
Abstract：Soil quality is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for soil quality evaluation．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quality
change is the criterio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il management．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soil
quality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dow soil dryland to paddy field．This study takes the meadow soil of Sanjiang Plain as
the surveying object，and investigates the changes of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ice growing ages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dow soil dryland to paddy fiel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fter growing rice in the meadow
soil，the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in the plough layer and the core soi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ice growing age．The
total amount of reducing species in each layer of soil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ice growing age．The Fe2+and Mn2+content
in the ploughed soil reached to the highest value in the 6 ～ 10 a，and then migrated downward，reaching to the highest
value in the core soil at 40 a．The soil solid phase ratio and total pores changed irregularl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rice growing，
when the rice was grown for 40 a，the soil solid phase ratio increased in the core soil layer，and the pore with the diameter of
<0.000 2 mm obviously increased．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ice growing age，the ratio of 0.02 ～ 2 mm granules in the
plough layer increased，<0.002 mm granules decreased and leached down to the heart soil layer，and the ratio of <0.002 mm
granules in the core layer increased．After the rice growing in the meadow soil，som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y changes of
soil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ddy soil development.
Key words：meadow soil；rice planting；different years；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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