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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reed is one of the main plants growing in the wetland environment and has
strong salt and alkali resistance. Planting reeds in saline-alkali soils can play a certain role in improvement. In this paper, the reeds are planted in the saline-alkali soil of the cement tank plant,
and the pH of the soil layer of 0 - 40 cm is determined by using reed straw returning and removing
measures for 9 consecutive years. The change reflects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eed straw treatments
on improving soil p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moval measures of reed straw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saline-alkali land and reducing the pH of saline-alkali soil. The returning of reed straw to soil was mo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soil conductivity of saline-alkali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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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芦苇是湿地环境中生长的主要植物之一，具有较强的耐盐碱性。在盐碱地种植芦苇可以起到
一定的改良作用，本文通过在水泥罐装置的盐碱土中种植芦苇，连续9年采用芦苇秸秆还田和移除两种
措施下，测定土壤0~40 cm土层pH的变化，反映不同芦苇秸秆处理对于改良土壤pH的影响。结果表明：
芦苇秸秆移除措施对于改良盐碱地，降低盐碱地pH具有重要作用；芦苇秸秆还田对于降低盐碱地土壤电
导率效果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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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全球盐碱地面积已达 9.5 亿 hm2。土壤盐碱化已成为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1]。全球大面积的
盐碱土，主要分布在中纬度地带的干旱区、半干旱区或者是滨海地区，盐碱土的形成与气候、地形、水
文、地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2]。我国大约有盐碱地 9913 万 hm2，其中现代盐碱地面积为
3693 万 hm2，残余盐碱地约 4487 万 hm2，并且尚存在 1733 万 hm2 的潜在盐渍土[3]。近年来对盐碱土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耐盐植物机理、培育抗盐新品种以及植物与土壤盐分的关系等方面[4] [5] [6]。研究发现
种植芦苇 2200 hm2 可每１年外运带走盐量 2.3 万 t，从而降低土壤盐分[7]。通过种植芦苇可以防治沼泽
盐碱化，降低表层沼泽土壤含盐量。但当前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植物对土壤盐分的影响方面[8] [9] [10]，而
对耐盐植物秸秆还田或移除处理对盐碱土的影响研究尚且不足，关于长期定位研究植物腐殖质对盐碱土
的影响更是鲜见。鉴于此，本研究模拟野外环境条件，探究了连续多年芦苇秸秆的移除和还田措施对于
盐碱土的 pH 和电导率的影响，旨在为盐碱地长期治理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长期定位试验装置位于陕西富平自然资源部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东侧，为 10 个水泥装
置组成，装置内径 0.8 m，外径 1.0 m，高 1.0 m (如图 1)。每个装置分别装有从试验区陕北定边县堆子梁
镇分 10 cm 每层运来 0~60 cm 盐碱土，控制每个装置容重为 1.3 g/cm3，按原土的剖面构型进行分层预装
60 cm 的盐碱土，每个装置用根移栽法移栽芦苇 30 株，分别有两组处理，其中第一组有 5 个均采用秸秆
移除处理，第二组 5 个采用秸秆粉碎还田处理，对每个模型均采用防渗处理，确保盐分总量平衡。初始
的土壤 pH 和电导率即为 2009 年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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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est plot layout
图 1. 试验小区布置情况

2.2. 研究方法
本实验中土壤 pH 测定采用玻璃电极法；土壤电导率测定采用电极法；数据分析采用 Excel 2010 进
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芦苇秸秆还田与移除措施对盐碱地土壤 pH 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在芦苇秸秆移除措施下，土壤 pH 由 2009 年的 9.39 降低到 2018 年降低为 8.35，降幅
较为明显，基本为中性土壤，9 年间土壤 pH 下降了 1.04 个单位。而在芦苇秸秆还田措施下(见图 3)，土
壤 pH 由 2009 年的 9.55 降低到 2018 年降低为 8.88，降幅不及秸秆移除措施，仍为碱性土壤，9 年间土
壤 pH 下降了 0.67 个单位。芦苇移除对于降低盐碱地土壤 pH 效果较为明显。

Figure 2. Effect of long-term reed straw removal measures on
soil pH
图 2. 长期芦苇秸秆移除措施对土壤 pH 影响
DOI: 10.12677/ije.2020.91002

15

世界生态学

师晨迪

Figure 3. Effect of long-term reed straw returning on soil pH
图 3. 长期芦苇秸秆还田措施对土壤 pH 影响

3.2. 芦苇秸秆还田与移除措施对盐碱地土壤电导率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在芦苇秸秆移除措施下，土壤电导率由 2009 年的 1039 μs/cm 降低到 2018 年降低为 318
μs/cm，9 年间土壤电导率下降了 69.4%。而在芦苇秸秆还田措施下(见图 5)，土壤电导率由 2009 年的 1264
μs/cm 降低到 2018 年降低为 237 μs/cm，9 年间土壤电导率下降了 81.3%。可见，芦苇秸秆还田对于降低
盐碱地土壤电导率效果较为明显。两种处理措施下土壤电导率都呈现快速下降说明种植芦苇对于降低土
壤全盐含量起到了显著作用，秸秆还田的方式电导率下降幅度更大，可能是由于秸秆分解后增加了土壤
有机质对于降低土壤电导率具有一定作用。

4. 结论
通过连续 9 年采用芦苇秸秆还田和移除两种措施，测定土壤 0~40 cm 土层 pH 的变化，反映不同芦
苇秸秆处理对于改良土壤 pH 和电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Figure 4. Effect of long-term reed straw removal measures on
conductivity
图 4. 长期芦苇秸秆移除措施对电导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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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ffect of long-term reed straw returning on conductivity
图 5. 长期芦苇秸秆还田措施对电导率影响

第一，采用芦苇秸秆移除措施，9 年间土壤 pH 由 9.39 降低到 8.35，连续多年采用芦苇秸秆移除措
施对于降低盐碱地土壤 pH 效果较为明显。
第二，采用芦苇秸秆还田措施，9 年间土壤电导率由 1264 μs/cm 降低到 237 μs/cm，降幅达到 81.3%。
连续多年采用芦苇秸秆还田措施对于降低盐碱地土壤电导率效果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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