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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限蓖麻连作对土壤团粒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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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减轻蓖麻连作障碍及土壤结构性退化袁研究了不同年限蓖麻连作对土壤团粒结构的影响遥 结果
表明院中间团聚体随着连作年份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袁连作 5 年尧10 年蓖麻田分别较轮作对照提高
13.27%尧0.36%曰土壤容重随着蓖麻种植年限的增加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袁且连作 5 年尧10 年尧
20 年较轮作对照分别降低 11.51%尧6.47%尧12.23%曰土壤含水量较轮作对照分别提高 2.61%尧10.10%尧1.31%遥 短期
连作并未对土壤造成结构性退化袁但连作 10耀20 年的蓖麻田的微团聚体和粉黏粒高于轮作蓖麻田对照袁造成土
壤结构退化袁不利于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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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astor Continuous Cropping with Different Years on Soil Aggregate Structure
LIU Xiaofang ZHANG Zhiyong * DING Ning TIAN Fudong LI Yajian

(Bio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Tongliao City, Tongliao Inner Mongolia 028015)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bstacles of castor continuous cropping and soil structural degradation, the effects
of castor continuous cropping with different years on soil aggregate structur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rmediate aggregates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tinuous cropping years. The
intermediate aggregates of castor field for continuous cropping for 5 years and 10 years increased by 13.27% and 0.36%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rotation control. The soil bulk density decreased first, then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astor planting years. The soil bulk density of castor field for continuous cropping for 5 years,
10 years and 20 years decreased by 11.51% , 6.47% and 12.23%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rotation control.
Compared with the rotation control, the soil water content increased by 2.61% , 10.10% and 1.31% respectively. The
short-term continuous cropping did not cause soil structural degradation, but the micro aggregates and silt particles in the
continuous cropping castor field for 10 -20 year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otation castor field, resulting in soil
structural degradation, which was unfavorable to the stability of soil aggregates.
Keywords castor continuous cropping; soil aggregate structure; soil bulk density; soil water content

蓖麻属于大戟科袁作为一种适应性强尧种植性能

作蓖麻会出现连作障碍现象袁导致生长受到抑制袁病

好的深根植物袁其具有很高的综合利用价值遥 蓖麻籽

害加重袁也会给土壤物理性状带来一定影响袁同时产

压榨出的蓖麻油是重要的工业原料袁在缝合剂尧液压

量也会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遥 有学者研究了蓖麻连

油等化工品的开发上均有广泛用途 遥 但是袁多年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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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土壤中微生物代谢多样性袁结果表明袁随着培养时
间的延长袁平均每孔颜色变化率值不断增加遥 同时袁
连作影响了土壤结构袁进而影响水分含量变化尧养分
及土壤中的物质交换尧微生物区系活动尧作物根系分
布等过程袁最终影响作物生长发育 [3]遥 蓖麻作为油料
1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2 年第 10 期

农艺学
作物袁因存在不耐连作的实际情况袁轮作是常见的种

构分 布呈现出 随粒 径逐渐增 大先 升高 后 下降 的 趋

植方式袁 但是关于蓖麻连作对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势袁 各处理均在<0.25 mm 的土壤微团聚体土壤粒径

研究较少遥 本研究旨在分析土壤物理结构的同时明
确蓖麻多年连作对土壤机械组成的影响袁为该区连作
及轮作蓖麻的合理耕作种植及农田土壤物理性状年
际动态变化研究提供科学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田位于通辽市农牧科学研究所试验区袁位

所占的百分比最大袁 处理 A尧B尧C 及 CK 占比分别为

42.97%尧46.03%尧30.98%尧38.84%袁 其中<0.500 mm尧
<1.000 mm尧<2.000 mm 的土壤团粒结构均呈现出处

理 A>CK>处理 C>处理 B 的分布规律袁同时>2.000 mm
的土壤团粒结构分布中表现为 CK>处理 A>处理 C>
处理 B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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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纬 42毅15忆耀45毅41忆尧东经 119毅15忆耀123毅43忆袁地处
松辽平原西端袁 蒙古高原递降到低山丘陵和倾斜冲

击平原地带袁属中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袁日照充足袁
四季分明袁雨热同季袁年平均降水量 350耀400 mm袁年
平均气温 7.0 益左右遥 土壤肥力中等偏上袁土质为白
五花土遥 试验田种植作物为蓖麻袁 连作蓖麻分别于
2000 年尧2010 年和 2015 年播种袁轮作蓖麻于 2000 年

CK
处理 A
处理 B
处理 C

播种袁与其轮作的作物为当地栽培的禾本科作物遥

粒径/mm
图 1 不同年限蓖麻连作土壤团粒结构百分比

1.2 试验设计
试 验 设 4 个 处 理 袁 分 别 为 连 作 5 年 渊A冤尧 连 作

2.2

不同年限蓖麻连作对每 100 g 土壤所含土壤团

10 年渊B冤尧连作 20 年渊C冤袁以与禾本科高粱常年轮作

聚体质量的影响

渊5 m伊20 m冤遥 各处理均在每年 5 月播种袁10 月收获遥

跃大团聚体渊跃2 mm冤跃微团聚体渊0.053耀0.250 mm冤跃粉

土壤样品于 2019 年秋季收获后采集于 通辽市

土壤质量最大袁 且表现出随着连作年份的累加呈现

作对照渊CK冤遥3 次重复袁共 12 个小区袁小区面积 100 m 2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农牧科学研究所袁农耕地为长期连作的定位蓖麻田袁
对不同处理 3 个重复小区 0耀30 cm 土层进行土样采
集袁每次采集 3 点混匀后取 1 kg 左右土样袁每个处理
同样的方法取样 3 次袁 土壤样品采集后放在硬质铝
盒内运回实验室袁以免破坏团聚体结构遥 在自然结构

面用手将采回的土壤掰成直径 1 cm 以下的小土块袁
处理时尽量避免受到机械压力袁筛除根系和小石粒袁
土壤风干备用遥 采用 Elliott 提出的干筛法测定土壤

机械稳定性团聚体含量曰 用环刀法测定各土层土壤
容重[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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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年限蓖麻连 作对土 壤团粒结 构百 分比的

影响
由图 1 可知袁 不同年限蓖麻连作的土壤团粒结

2

由图 2 可知袁各处理中间团聚体渊0.25耀2.00 mm冤

黏粒渊约0.053 mm冤袁各处理 以中间团 聚体所 占 100 g
出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袁其中处理 A 和处理 B 分别
较 CK 提高了 13.27%尧0.36%袁 而处理 C 较 CK 降低
了 18.75%遥土壤微团粒结构和土壤粉黏粒结构均表现
为随 着连作年 份累 加呈现先 下降 后上 升 的变 化 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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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年限蓖麻连作对每 100 g 土壤所含土壤
团聚体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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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袁且以处理 C 最高袁分别较 CK 提高 2.6尧2.1 倍遥
2.3

物理结构的重要指标和影响因素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院

不同年限蓖麻连作对土壤容重及含水量的影响

蓖麻多年连作田的土壤容重随着连作时间的增加呈

由表 1 可知袁 各处理土壤容重随着蓖麻连作年

现出动态下降的变化规律曰 土壤含水量的年际动态

限的增加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袁

变化与土壤容重相反袁 呈现出随连作时间增加而逐

其中 CK 的土壤容重最大袁 处理 A尧B尧C 分别较 CK

渐升高的变化规律袁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壤表层

土壤含水量表现为处理 B>处理 A>处理 C>CK袁且各

有学者研究表明袁 压实使得土壤颗粒重新排列

降低了 11.51%尧6.47%尧12.23%袁 而各处理收获后的

0~30 cm 的土壤含水量遥

处理较 CK 分别提高 2.61%尧10.10%尧1.31%遥

得更加紧密袁土壤容重增加袁孔隙度减小袁土壤紧实

表 1 不同年限蓖麻连作对土壤容重及含水量的影响
处理
CK

含水量/%

1.23

11.78

1.39

A
B

3

容重/g

11.48

1.30

C

12.64

1.22

11.63

结论与讨论

度增加袁水分渗透能力下降袁严重影响作物根系对水
分和养分的吸收利用 [9]遥 土壤物理性状中袁水稳定性
团聚体数量尧容重尧土壤含水量是评估土壤质量常用
的指标 [10-12]袁随着蓖麻连作年限的增加袁土壤容重逐
渐减小袁且土壤含水量相对增加袁与此研究一致袁可
能是由于蓖麻属于直根系袁有较强穿透土壤的能力袁

不同粒径的土壤团聚体组成及其稳定性可反映

容易打破土壤团粒结构袁 而对照蓖麻要高粱轮作田

土壤结构的变化 袁团聚体几何平均直径渊GMD冤和平

因为直根系与须根系作物轮作倒茬袁 减少了对土壤

[5]

均重量直径渊MWD冤作为体现土 壤中团聚 体稳定 性

结构的影响袁使其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始状态遥 也有学

的关键指标袁GMD 和 MWD 值越大袁 团聚度越高袁稳

者研究表明袁 覆盖作物根干重密度均随深度的增加

体和大团聚体为主袁微团聚体和粉黏粒为辅袁不同连

同时降低土壤容重遥 本文未对根干重进行测定与探

定性越强

遥 蓖麻田土壤团聚体组分均以中间团聚

[6-7]

而下降 [13]袁土壤紧实度随着根干重密度增加而减少袁

作 年限的 土地利 用方式并 未直 接影 响 土壤 团聚 体

索袁 对轮作及连作作物根干重密度的影响结果不明袁

主要组分的分布遥 对于微团聚体尧粉黏粒而言袁连作

待进一步研究遥 也有学者研究表明袁总孔隙度和土壤

10 年和连作 20 年的蓖麻田明显高于轮作的蓖麻田袁

含水量与容重的空间分布相反 [14]袁大量的毛管孔 隙

而连作 5 年的蓖麻田略低于轮作蓖麻田遥 说明 5 年的

有利于水分及营养的快速供应袁 保证作物的生长需

短期蓖麻连作可以导致大团聚体破碎尧 中间团聚体

求袁 而在团粒结构内部及团粒结构之间存在的非毛

增加袁尤其是微团聚体和粉黏粒下降曰短期连作较轮

管孔隙袁则有利于通气透水袁减少了由于雨水冲蚀造

作蓖麻田而言并未对土壤造成结构性退化袁 有效避

成的地表侵蚀袁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 [15]遥 >0.1 mm 粒

免了中间团聚体的破坏袁 减少了微团聚体及粉黏粒
的每百克所占质量袁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壤团聚体
的稳定性遥 连作 10~20 年的蓖麻田土壤微团聚体和

粉黏粒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对照轮作蓖麻田袁 说明多
年连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微团聚体和粉黏粒的比

径的土壤均为毛管孔隙结构袁其中 10 年连作蓖麻田
与 20 年连作蓖麻田较对照轮作蓖麻田的毛管孔隙
有明显提高袁 同时土壤含水量也高于对照轮作蓖麻
田袁而 5 年连作蓖麻田因为土壤容重较小袁土壤含水
量也高于对照轮作蓖麻田袁 有学者认为土壤含水量

例袁造成土壤结构的退化袁同时不利于土壤团聚体的

与地形尧质地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有关袁且时空分布

稳定性袁也不利于维系土壤良好结构遥 综合来看袁土

存在明显差异 [16]袁这与该学者研究结果不一致遥

壤团粒结构的年际动态变化一定程度取决于作物的
种植方式尧连作时间的长短等因素遥
土壤容重和孔隙度代表土壤的松紧程度及孔隙
状况袁是土壤物理性状的重要指标 袁也是反映土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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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强等院酸性水溶肥在南疆无膜棉上的应用效果
体来看袁表现较好遥 处理 F1 新陆早 46 产量最低袁但仍

为 5 063.42 kg/hm 2袁较处理 F2 增产 9.52%袁最终实现

2.4

3

较处理 F2 提高了 281.48 kg/hm2袁增产幅度为 5.58%遥
经济效益分析

由表 5 可以看出袁处理 F1 施肥量 1 425 kg/hm 2袁

较处理 F2 多施 75 kg/hm 2袁 但处理 F1 籽棉平均产量

增效 3 250.41 元/hm 2遥

结论与讨论

施用酸性水溶性肥料是改善土壤环境尧提升其
供肥性能尧促进作物根系生长及养分吸收功能的重

表 5 棉花产量及经济效益分析

配肥处理

籽棉平均产量/渊kg窑hm-2冤

产值/渊元窑hm-2冤

肥料用量/渊kg窑hm-2冤

施肥成本/渊元窑hm-2冤

净增产值/渊元窑hm-2冤

F2

4 623.30

35 137.08

1 350

5 227.5

-

F1

5 063.42

38 481.99

1 425

5 322.0

3 250.41

注院籽棉单价按照 2019 年平均收购价的 7.6 元/kg 计遥 肥料价格尿素 1.6 元/kg尧高磷肥 5.8 元/kg尧高钾肥 5.6 元/kg尧肥帝溉 7.8 元/kg尧硫酸钾
4.5 元/kg遥

要途径遥 邸书新等 [8]研究表明袁随水施用酸性液体滴
灌肥可以不同程度提高肥料利用率袁 提高棉花单铃
重尧单株铃数和产量遥 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袁惠尔野绿
多 利 冶牌 酸性 水 溶 肥可 提 高 叶 片 SPAD 值 袁 具 有 一
定的增产增效作用袁值得南疆无膜棉区推广施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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