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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耕地质量定位监测现状及对策
张自于 1 许 涛 2 *
渊 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土壤肥料工作站袁广西凤山 54760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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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河池市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情况袁将 2018 年监测点耕地质量监测结果与 2017 年监测数据进行比较袁分析了全
市耕地质量变化趋势袁并提出对策建议袁以期进一步规范耕地质量监测尧加强耕地质量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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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不可再生的农业生产资料袁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前

项目包括建点时的立地条件尧农业生产概况和监测点剖面的

提和基础袁耕地质量监测是我国叶农业法曳和叶基本农田保护

理化性状曰年度监测项目主要包括田间作业情况尧作物产

条例曳赋予农业部门的重要职责遥加强耕地质量监测和管理袁
对提高耕地地力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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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市山多地少袁野八山一水一分田冶决定了耕地资源十分匮
乏遥相对耕地面积的有形减少袁耕地质量的隐性下降并不容
易被察觉袁但是其影响并不亚于耕地面积的减少遥耕地质量
的下降正在对粮食安全尧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
重的威胁

遥为摸清全市耕地质量情况袁分析研究耕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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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尧施肥情况和土壤理化性状等遥土壤测试项目有 pH 值尧有

机质尧全氮尧有效磷尧速效钾尧缓效钾等 6 项袁土壤养分和 pH
值分级评价按照叶广西耕地土壤养分分级标准曳进行遥本文
选取 2018 年监测数据进行分析遥
2 监测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有机质含量状况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袁监测区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演变规律袁河池市从 1995 年开始袁在主要土壤类型和典型

34.35 g/kg袁 平 均 值 为 高 等 级 袁 含 量 分布 以 中 尧 高 等 为 主

质量建设和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撑遥

质含量平均值水田为 32.9 g/kg尧旱地为 29.4 g/kg袁等级分

代表区域开展了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工作袁为推动耕地

别为高等和中等渊表 2冤遥从表 3 可以看出袁与 2017 年相比袁

1 耕地质量定位监测基本情况

1.1 监测点设置

河池市辖 11 个县渊区冤袁有耕地面积 374 553.33 hm2袁其

中水田面积 142 566.66 hm 尧旱地面积 231 986.66 hm 遥主
2

渊表 1冤袁分别占 30.2%尧39.1%遥从不同耕地利用方式看袁有机
2018 年土壤有机质平均值增加 0.07 g/kg袁增幅 0.20%袁土壤
有机质平均含量稳定在中等级且呈上升态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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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壤类型有水稻土尧石灰岩土尧红壤尧黄壤尧紫色土尧冲积

土等 8 个大类袁19 个亚类袁61 个土属 141 个土种[7]遥其中袁以
红壤面积最大袁占总面积的 43.9%曰其次为石灰岩土遥河池市

耕地质量监测工作始于 1995 年袁当年建设了 4 个自治区级
监测 点 袁 之 后 于 2011 年 建 设 了 11 个 河 池 市 级 监 测 点 袁

表 1 土壤有机质等级分布情况
等级
极低
低
中等
高
极高

范围/g窑kg-1
约10
[10袁20冤
[20袁30冤
[30袁40冤
逸40

占比/%
0
14.6
30.2
39.1
17.1

2011要2013 年又相继建立了 45 个县渊区冤级监测点袁现全市

2.2 土壤全氮含量状况

1.2 代表性

平均值为高等级袁含量分布以中尧高等为主袁分别占 34.6%尧

和种植制度等因素遥监测点土壤类型涉及红壤尧水稻土尧黄

为 1.87 g/kg尧旱地 1.73 g/kg袁等级均为高级渊表 2冤遥另外袁与

玉米尧甘蔗尧桑树以及蔬菜等主要作物和不同种植制度遥

0.54%渊表 3冤遥土壤全氮平均含量稳定在高等级呈上升态势遥

共建有耕地质量监测点 60 个遥

全市 60 个监测点充分考虑了耕地地力等级尧土壤类型

壤尧冲积土和石灰岩土等 5 个土类 14 个土种袁涵盖了水稻尧
1.3 小区设置

根据叶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曳渊NY/T 1119要2012冤要

求袁主要监测耕地土壤理化性状尧环境质量尧作物种类尧作物
产量尧施肥量等有关参数遥监测点根据监测质量要求设置不
施肥和常规施肥 2 个区袁不施肥处理旱地小区 66.7 m2尧水田
小区 33.3~66.7 m 曰旱地设保护行袁水田用水泥硬化田埂隔开遥
2

1.4 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分基础监测项目和年度监测项目遥基础监测
基金项目 河池市耕地质量监测点建设项目遥
作者简介 张自于渊1970-冤袁男袁广西凤山人袁农艺师袁从事土肥技术推
广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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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袁监测区土壤全氮平均含量 1.89 g/kg袁

42.7%渊表 4冤遥从耕地利用方式看袁水田全氮含量平均值

2017 年相比袁2018 年土壤全氮平均含量增加 0.01 g/kg袁增幅
2.3 土壤有效磷含量状况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袁监测区土壤有效磷平均含量为

18.6 mg/kg袁平均值为中等级曰含量分布以中尧高尧极高为主袁
分别占 25.70%尧30.22%尧32.20%渊表 5冤遥从耕地利用方式看袁
水田有效磷含量平均值 17.1 mg/kg袁旱地有效磷含量平均值

18.9 mg/kg袁等级均为中等级渊表 2冤遥从表 3 可以看出袁与

2017 年相比袁2018 年土壤有效磷平均含量增加 0.1 mg/kg袁增
幅 0.54%遥土壤有效磷平均含量稳定在中等级袁呈上升态势遥

2.4 土壤速效钾含量状况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袁监测区土壤速效钾平均含量为

71.1 mg/kg袁 平均 值为中 等级袁 含 量分布 以中等 为主袁 占
33.3%渊表 6冤遥从耕地利用方式看袁水田速效钾含量平均值

张自于等院河池市耕地质量定位监测现状及对策
表 2 耕地不同利用方式养分含量平均值
有机质
含量/g窑kg-1
等级
32.9
高
29.4
中等

耕地利用
方式
水田
旱地

全氮

含量/g窑kg-1
1.87
1.73

表 3 2017要2018 年监测区土壤养分含量平均值
有机质
g窑kg-1
34.29
34.36

年份
2017
2018

全氮
g窑kg-1
1.85
1.86

有效磷
mg窑kg-1
18.4
18.5

速效钾
mg窑kg-1
71.8
71.2

范围/g窑kg-1
约0.75
0.75~1.00
1.00~1.50
1.50~2.50
逸2.50
范围/mg窑kg-1
约5
5~10
10~20
20~30
逸30

等级
中等
中等

力度和粮食安全生产意识提升袁各地深入实施化肥使用量

pH 值

零增长行动和耕地质量提升行动袁化肥减量增效效果初显遥

6.10
6.05

从监测区种植作物产量分析袁2018 年全市水稻平均产

量 6 322.34 kg/hm2袁 较 2017 年提高了 122.94 kg/hm2袁增幅
为 2.0%曰玉米平均产量 4 677.66 kg/hm2袁较 2017 年提高了

151.42 kg/hm2袁增幅为 3.3%曰甘蔗平均产量 62.69 t/hm2袁较

占比/%
0
0.3
34.6
42.7
22.3

2017 年提高了 1.53 t/hm2袁增幅为 2.5%遥
4 耕地质量存在的问题

4.1 土壤酸化

土壤酸化现象在我国范围内普遍发生袁而且以南方地

表 5 2018 年监测区土壤有效磷等级分布情况
等级
极低
低
中等
高
极高

速效钾
含量/mg窑kg-1
68.6
71.9

施用量持续减少袁有机肥占比持续小幅提高遥随着耕地保护

表 4 2018 年监测区土壤有全氮等级分布情况
等级
极低
低
中等
高
极高

有效磷
含量/mg窑kg-1
等级
17.1
中等
18.9
中等

等级
高
高

区尤为突出[8]遥据 2006要2010 年河池市测土配方施肥数据

占比/%
5.72
6.09
25.70
30.22
32.20

统计袁全市耕地土壤 pH 值在 4.2耀8.1 之间袁与第二次全国土

壤普查数据相比袁平均降低了 0.53袁总体评价耕地土壤偏
酸性遥从监测数据分析结果看袁全市土壤酸化现象仍在持续遥

酸雨沉降尧化学和生理酸性肥料的长期施用尧施肥结构不平

为 68.6 mg/kg尧旱地含量平均值 71.9 mg/kg袁等级均为中等

衡等问题袁特别是重施氮肥尧有机肥投入不足尧石灰等碱性

钾平均含量降低 0.6 mg/kg袁下降 0.84%遥土壤速效钾平均含

土壤酸化程度的加剧遥

渊表 2冤遥从表 3 可以看出袁与 2017 年相比袁2018 年土壤速效

物质的投入减少以及土地利用方式改变等因素袁导致了全市

量稳定在中等级袁呈下降态势遥

4.2 土壤养分不平衡
全市土壤磷素富集盈余特征明显尧钾素长期供应不足袁土

表 6 2018 年监测区土壤速效钾等级分布情况
等级
极低
低
中等
高
极高

2.5 土壤 pH 值状况

范围/mg窑kg-1
约30
30~50
50~100
100~150
逸150

壤养分比例失衡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遥一是化肥用量

占比/%
16.60
23.71
33.30
9.65
16.74

大遥以农作物播种面积计算袁化肥平均用量 338.1 kg/hm2袁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渊120 kg/hm2冤和全国平均水平渊328.5 kg/hm2冤曰

以监测点数据看袁化肥年平均用量为 676.5 kg/hm2袁投入量
大遥二是肥料效益低遥监测点 1 kg 化肥可以生产粮食 16 kg袁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袁监测区土壤 pH 值在 4.15耀8.45 之间遥

从表 7 可看出袁分布以微酸性尧中性为主袁分别占比 26.80%尧

35.78%遥其中袁酸化土壤渊pH 值约6.5冤占比 39.81%袁较 2017 年
减少 0.93%遥从表 3 可以看出袁与 2017 年相比袁2018 年土壤
pH 值平均值降低 0.05袁下降 0.82%遥土壤 pH 值稳定在微酸
性范围袁呈下降态势遥
表7

3 肥料投入与养分平衡

范围
约4.5
4.5~5.5
5.5~6.5
6.5~7.5
7.5~8.5

占比/%
1.71
11.30
26.80
35.78
23.85

肥料利用率不高遥2018 年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为 36.3%袁
肥料利用率有待提升遥
5

土壤改良培肥对策

5.1 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袁改良酸化土壤

耕地质量保护长效机制袁深入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
动袁加强酸化土壤改良和中低产田改良袁对耕地酸化状况进
行监测袁建立酸化土壤改良技术规范和评价体系遥二是采取
综合技术措施袁改良酸化土壤遥根据土壤酸化成因积极采取

根据数据统计袁监测区农田肥料平均投入为 742.5 kg/hm

渊折纯 N尧P2O5尧K2O冤袁同比下降 22.5 kg/hm2袁降幅 3.1%袁其中
氮尧磷尧钾投入分别占肥料总投入的 47.2%尧21.8%尧31.3%曰
化肥投入量为 676.5 kg/hm 袁有机肥 66.0 kg/hm 袁分别占比
2

粮食 40~50 kg袁肥料效益低于全区和国内外平均水平遥三是

野用养结合冶的耕地保护措施袁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袁建立

2

2

肥可以生产粮食 27 kg尧美国等发达国家 1 kg 化肥可以生产

一是实施耕地质量建设提升行动遥采取野量质并重冶和

2018 年监测区土壤 pH 值等级分布情况

等级
强酸性
酸性
微酸性
中性
微碱性

而广西地区 1 kg 化肥可以生产粮食 18 kg尧东北地区 1 kg 化

91.1%尧8.9%袁有机肥占比同比提高 1.3%遥近年来袁农田肥料

针对措施袁从源头控制尧应用酸性土壤改良剂和调整种植业
结构等方面加强防治袁采取施用生物碱性物料尧增施有机肥尧
秸秆还田尧种植绿肥尧水旱轮作尧适当休耕尧发展水肥一体化
等综合技术措施袁改良土壤理化性状袁减缓土壤酸化进程遥
三是提升全民耕地保护意识遥土壤酸化作为土壤退化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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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值预报产品分析

陈 静院2014 年 6 月 6 日米易县暴雨天气过程分析

根据前期数值预报分析袁EC 数值预报渊产品冤4 日 20院00

初始场预报 5 日 20院00袁贝加尔湖低槽将东移袁西伯利亚
槽 加 深袁冷空气聚集曰而青海低槽到 5 日 20院00 东移出四
川遥实况为 5 日 20院00 甘孜北部有一短波槽袁小槽冷空气
南下触发本次暴雨遥降雨预报方面袁EC 预报米易为小雨袁降
雨区域主要在云南昆明一带遥
7 结语

渊1冤凉山州下来的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触发本地不

稳定能量袁是造成此次暴雨过程重要因素遥
渊2冤西南气流及水汽通量辐合提供了有利水汽条件曰丽

江到思茅切变袁槽前也为本次降雨提供了充足水汽遥
渊3冤此次过程移动快尧降雨量大袁台站应加强监测袁结合
上游天气情况袁利用本地雷达回波袁增强敏感性袁做好短临
预报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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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监控平台要继续坚持 24 h 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袁乡村处

2

殊情况出现火情袁应迅速传递信息尧快速到位尧有效处置遥强

间得到发现并控制遥
建议
商水县秸秆禁烧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但个别
乡镇仍存在点火的现象遥为打赢环保攻坚战袁按照县领导要
求袁结合商水县实际袁就当前秸秆禁烧工作提出如下建议遥
2.1 提升政治站位
生态环境保护和大气污染防治是目前商水县不容忽视
的工作袁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遥全县广大党员干部

置队伍随时待命袁强化高效管控袁确保不出现火情遥如遇特
化依法治理袁对于恶意焚烧秸秆和垃圾的行为袁发现一起尧
查处一起尧曝光一起袁并罚款 50 万元袁直接从财政账户扣

除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袁对相关人员继续按照叶周口市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18 年秸秆禁烧
工作问责的实施意见曳渊周秸组也2018页5 号冤严肃处理遥
2.4 强化宣传引导

必须从政治上思考问题尧看待工作尧推进落实袁提高政治站

继续坚持宣传车巡回宣讲等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和方

位袁强化政治担当袁按照野党政同责尧一岗双责尧失职追责冶和

式袁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以及秸秆禁烧的法律法规和

野三管三必须冶的要求袁做到守土有责尧守土负责尧守土尽责袁

政策袁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和广大农民群众对秸秆禁烧与综合

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秸秆禁烧工作袁助力环保攻坚遥

利用的认识水平和参与意识袁全年度营造秸秆禁烧良好氛

2.2 强化秸秆清运

围和习惯袁确保打赢环保攻坚战遥

当前袁通过下乡督查和暗访袁发现大部分乡镇还存在零
星焚烧秸秆和垃圾的现象袁而秸秆的乱堆乱放是造成焚烧
的主要原因遥因此袁各乡镇渊场尧办冤一定要高度重视袁认真组
织力量做好村边尧路边尧林间尧沟中等部位的秸秆清运工作袁
彻底消除焚烧隐患袁不留死角遥
2.3 严格奖惩措施
各乡镇渊场尧办冤要充分发挥野蓝天卫士冶监控机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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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使用政策补贴曰积极推进秸秆还田袁推广秸秆粉碎还田尧

征之一袁防止土壤酸化对保护耕地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遥进

快速腐熟还田尧过腹还田等技术袁促进秸秆肥料化利用曰大

一步加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力度袁利用国家惠农政策袁加大

力开发绿肥资源袁恢复和发展红花草尧苕子尧油菜尧豆科作物

宣传力度袁引导农民加强耕地地力保护袁提高治理酸化土壤

等专兼用绿肥生产遥

对保护耕地重要性的认识遥
5.2 深入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是深化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袁创
新推广模式袁加快成果应用袁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推进
测土配方施肥遥在巩固基础性工作和做好粮食作物测土配
方施肥的同时袁扩大其在蔬菜尧果树等经济作物上的应用袁
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遥二是加快化肥减
量增效技术的推广遥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袁优化有机无
机肥料结构袁降低化肥用量比例曰强化农机农艺融合袁改进
施肥方式袁推进机械化施肥袁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袁减少养
分挥发和流失袁提高肥料利用效率遥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袁鼓励引导农民增施有机肥遥逐步扩大有机肥源袁支持规
模化养殖场利用畜禽粪便生产商品有机肥袁实施商品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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