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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施肥对典型潮土钙、镁形态转化及其环境行为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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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了长期(1989—2009 年)不同施肥处理下潮土钙、镁累积特征及形态转化规律，探讨了两种典型盐基阳离子及其碳酸盐

在农田土壤酸碱缓冲性能、有机质累积等环境过程中的作用。田间试验设置 7 个处理：有机肥(OM)、OM+无机化肥氮磷钾(NPK)、
NPK、NP、PK、NK 和不施肥(CK), OM+NPK 处理为有机肥和无机化肥氮磷钾各施一半。气量法结合 BCR 形态分析结果显示，不
同施肥条件下潮土耕层(0 ~ 20 cm)钙、镁元素均出现持续累积过程，不同处理的累积量表现为：NK<OM<OM+NPK<NPK<
NP<PK<CK，与土壤晶格态和碳酸盐结合态钙、镁含量变化规律一致，而与金属氧化物和有机复合态钙、镁含量变化规律相反。
OM 处理下潮土 pH 及钙、镁元素含量较低，对土壤碳酸盐影响较小。潮土中碳酸盐以碳酸钙为主，碳酸镁次之，部分碳酸根离子
与有机质复合，其构成了土壤复杂的酸碱缓冲体系。钙离子与镁离子相比，易于与金属氧化物复合，与有机质的复合能力相对较弱，
抑制土壤黏土矿物-金属氧化物-有机碳复合体的形成。
关键词：长期施肥；钙、镁形态；土壤缓冲体系；有机质稳定
中图分类号：S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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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ng-term Fertilization on Calcium and Magnesium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ypical Fluvo-aquic Soil

Morphological

WANG Qingyun1,2, ZHANG Jiabao1*, ZHAO Bingzi1, XIN Xiuli1, CHEN Lin1, ZHOU Yunpeng2, GAO Hongjian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Anhu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Farml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ccumulation and morp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alcium (Ca) and magnesium (Mg) in typical
fluvo-aquic soil under different long-term (1989–2009)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were studied and the roles of Ca2+, Mg2+ and
carbonate to soil buffering ability and organic matter accumulation were explored. 7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were designed in the
field experiment: 1) CK (non-fertilized control), 2) OM (organic manure), 3) OM + NPK (50% organic manure + 50% mineral
fertilizer), 4) NPK, 5) NP, 6) PK and 7) NK.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volume method and the modified BCR-sequential extraction
method showed that the contents of Ca and Mg in topsoil (0-20 cm) accumulated continuously, and were in the order of NK <
OM < OM+NKP < NPK < NP < PK < CK, which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ents of soil crystal lattice-bound Ca and Mg and
carbonate-bound Ca and Mg, while contrary to the contents of metal oxide-bound and organo-bound Ca and Mg. pH, contents of
Ca and Mg were lower under OM treatment, but OM treatment had little impact on the content of soil carbonate. CaCO3 is the
main carbonates in soil, followed by MgCO3, they are bound to soil organic matter to form a complex acid-base buffering system
in soil. Compared with Mg2+, Ca2+ are easier to bind to the metallic oxide, whereas are weaker to be bound to soil organic matter,
which may inhibit the formation of soil organo-mineral complexes.

Key words: Long-term fertilization; Morphology of calcium and magnesium; Soil buffering system; Stabilization of organic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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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镁及其碳酸盐是土壤中最常见的元素和化合

发量 1 875 mm，远大于降雨量；年均气温 13.9 ℃，

物，在作物产量与品质提升、土壤酸碱缓冲性能调控

属于典型温带季风气候。土壤以轻质壤质潮土为主[7]。

及有机质稳定中均起到重要作用 [1-3]。长期不同施肥

田间试验正式开始于 1989 年，试验采用小麦

措施对钙、镁形态有一定影响，间接影响土壤酸碱缓

玉米一年两熟轮作制，设置 7 个不同施肥处理：有机

冲性能和有机质的稳定性，但相关机制较为复杂，尤

肥(OM)、OM+无机化肥氮磷钾(NPK)、NPK、NP、
PK、NK 和不施肥(CK)，其中 OM+NPK 处理有机肥

其对后者的影响尚无明确结论。
土壤中钙、镁含量主要与土壤类型有关。在以酸

和无机化肥氮磷钾各施一半。每个处理 4 个重复，单

性为主的我国南方土壤中的含量较低，尤其有效态

个小区面积为 47.5 m2[8]。OM+NPK、NPK、NP 和

钙、镁含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田作物产量

NK 处理小麦、玉米均施基肥和追肥，PK 处理只施

与品质的提升，但这种现象在 pH 相对较高的碱性土

基肥不施追肥。OM 处理当季肥料一次性以基肥的形

壤中却很少出现。碱性土壤的钙、镁含量较高，且主

式施入。肥料品种为：氮肥为尿素(含 N 470 g/kg)，

要以碳酸盐形式存在。碳酸盐是控制该类型农田土壤

磷肥为过磷酸钙(含 P2O5 170 g/kg)，钾肥为硫酸钾(含

酸、碱缓冲性能的主控因子

[1-4]

。近 30 a，在干湿沉

降和肥料尤其氮肥的作用下土壤有明显的酸化趋势，
[4-5]

K2O 500 g/kg)；有机肥以站内小麦秸秆为主，配以适
当的棉粕和豆粕，按 100∶40∶45 比例混合，以提高

。这

其中氮的含量，使其与 NPK 处理含氮量相等，有机

种变化不仅会影响到土壤酸碱缓冲性能，对土壤有机

肥经发酵后施用。肥料年用量相当于当地大田肥料施

质稳定性同样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有机、无

用量的中等水平(表 1)，分别为：氮肥(N)300 kg/hm2，

机胶体均以负电荷为主，钙、镁、铁、铝等金属阳离

磷肥(P2O5)135 kg/hm2，钾肥(K2O)300 kg/hm2。有机

子在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形成中起着关键的阳离子

肥用量以氮的含量为基准，与 NPK 处理相当，磷、

土壤中碳酸盐含量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2-3,6]

。

钾不足部分由磷肥和钾肥补充，当季(小麦季或玉

潮土是我国黄淮海地区最主要的土壤类型，据统

米季)用量约为 4 500 kg/hm2(鲜重)。灌溉水源为浅

计约占该区域总面积的 70% 以上。潮土质量的好坏

层地下水，年灌溉量约 4 000 m3/hm2 ，视具体情况

将直接关系到该区域粮食的稳定、国家的粮食安全。

而定。

键桥作用，是土壤有机碳重要的化学稳定机制

经过长期不同施肥处理，潮土基本理化性质已经发生

表1

了明显的变化，有明显的酸化趋势。即使在长期秸秆

Table 1

还田的模式下，土壤 pH 与历史土壤相比也降低了 0.5

作物

个单位左右[5]。尽管这种酸化并不会显著降低土壤碳

小麦

酸盐含量，但土壤中钙、镁形态有可能发生了明显变
化，并间接影响了土壤有机质的稳定。当前的研究主

玉米

要集中在关注长期施肥对土壤酸碱缓冲性能的影响，

田间试验肥料施用量(kg/hm2)
Fertilization rates of experimental plots

施肥时间

氮肥(N)

磷肥(P2O5)

钾肥(K2O)

75

150

基肥

90

追肥

60

0

0

基肥

60

60

150

追肥

90

0

0

而相关农田管理模式下土壤钙、镁形态变化，及其对
间隔 9 a(1989 年、1999 年、2009 年)，玉米季收

土壤有机质稳定的影响研究却鲜有报道。
本研究依托典型潮土肥料长期定位试验，研究土

获后(10 月前后)采集表层土壤(0 ~ 20 cm)样品。土壤

壤钙、镁累积特征，并借鉴重金属形态研究较为通用

样品经室温风干后，密封置阴凉处保存。2009 年土

的 BCR 三步提取法，全面解析不同施肥处理下土壤

壤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2。

钙、镁形态转化规律，及其对土壤缓冲性能和有机质

测定方法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测定[9]：土壤 pH 采用电位计
法，土水比 2.5∶1；速效氮(AN)采用碱解扩散法；
有效磷(AP)采用碳酸氢钠法；速效钾(AK)采用乙酸铵
提取法；全氮(TN)采用半微量凯氏法；全磷(TP)采用
酸溶-钼锑抗比色法；全钾(TK)采用 NaOH 熔融-火
焰光度法；土壤有机质采用丘林法；有效态铁
(DTPA-Fe)采用 pH 为 7.3 的 DTPA(二乙三胺五乙
酸)-CaCl2-TEA(三乙醇胺)提取剂浸提，土液比为 1∶2。

稳定的可能影响机制，为区域农田生态变化与土壤质
量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田间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设置于中国科学院封丘国家农田生态
试验站(114°24′ E, 35°00′ N)。该区域年均降雨量 615 mm
且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于 7、8 两个月份；年均蒸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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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表2
Table 2
处理

pH

第 52 卷

壤

0 ~ 20 cm 表层试验土壤基本理化性质(2009 年)
Basic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opsoil (0-20 cm) in 2009

有机质(g/kg) 全氮(g/kg) 全磷(g/kg) 全钾(g/kg) 速效氮(mg/kg) 有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DTPA-Fe(mg/kg)

OM

8.21 b

98.3 a

1.33 a

0.64 b

17.3 cd

34.81 a

12.38 b

141.6 c

OM+NPK

8.25 b

76.5 b

1.02 b

0.64 b

17.9 b

24.30 b

9.61 c

120.2 d

7.85 a
7.80 a

NPK

8.30 ab

51.5 c

0.68 c

0.62 b

17.4 bcd

20.25 bc

6.70 d

125.5 d

7.28 ab

NP

8.32 ab

48.6 c

0.71 c

0.63 b

17.5 bc

19.75 bc

7.16 d

47.2 f

4.76 c

PK

8.50 a

37.0 d

0.55 d

0.74 a

18.5 a

14.05 cd

20.19 a

275.8 b

7.08 b

NK

8.46 a

34.7 d

0.54 de

0.45 c

16.8 d

23.54 b

1.12 e

301.9 a

7.88 a

CK

8.53 a

33.9 d

0.52 e

0.46 c

17.7 bc

12.66 d

1.10 e

61.3 e

5.09 c

注：表中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P<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n=4)，下同。

土壤 CaCO3 含量测定采用气量法[9]。钙、镁形态
分级采用 BCR 修正法

[10-11]

，具体方法如下：①弱酸

溶解态：称取 1.00 g 土壤于 100 ml 塑料离心管中，
加入 40 ml 乙酸(HAc，0.11 mol/L)，22℃ ± 5℃振荡
16 h，4 000 r /min 离心 15 min，分离上清液；②可还
原 态 ： 残 渣 土 壤 中 加 入 40 ml 新 配 盐 酸 羟 胺
(NH2OH·HCl，0.5 mol/L，pH 1.5)，22℃ ± 5 ℃振荡
16 h，分离上清液；③有机结合态：残渣土壤中加入
20 ml 双氧水(H2O2，8.8 mol/L，分两次加入，85℃ ±2
℃ 水 浴 消 化 体 积 至 1 ml， 加 入 50 ml 盐 酸 羟 胺
(NH2OH·HCl，1 mol/L，pH 2)，22℃ ±5 ℃振荡 16 h，
分离上清液；④残留态：上述残渣土壤，水浴锅蒸干
至恒重后，碾磨至 100 目，置于干燥器中待测。残留
态钙、镁的测定方法同于全量的测定[9]。所有形态提
取过程中，均用去离子水清洗残渣土壤 2 次，并与首
次提取液合并后，定容至 100 ml，待测。
浸提液中钙、镁测定：取 20 ml 水样蒸发至干，
加入 5 ml HNO3 和 3 ml 去离子水溶解残渣，蒸发至
近干，定容至 10 ml，待测；土壤钙、镁全量采用
HNO3-HClO3-HF 三酸消解，提取液中钙、镁、铁均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AES)。实验

所需试剂均为优级纯。

数据处理
数据统计依托 SPSS17.0 软件，采用 LSD 法进行
多重比较检验处理间的差异(P<0.05)。

1.3

2

结果

长期不同施肥对潮土碳酸钙累积特征的影响
气量法测定结果显示，潮土中碳酸盐(以
CaCO3 表示)的含量较高，已经接近土壤质量的 9.2%
(920 mmol/kg) (图 1)。在过去的 20 a 中(1989—2009
年)不同年份及处理间均出现一定差异。其中，NK 处
理土壤 CaCO3 含量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而其余处
理年际间的变化规律则不明显。
经过长期不同施肥处理，OM 和 PK 处理土壤
CaCO3 含量较高，显著高于 NK 处理，略高于其余处
理。磷肥的缺失降低了土壤 CaCO3 的含量。研究结
果同样显示，有机肥的长期施用降低了土壤 pH(表 2)。
2009 年，OM 处理土壤 pH 要显著低于 PK 和 CK 处
理。尽管有研究认为土壤碳酸盐与 pH 显著负相关，
但长期施用有机肥并未通过降低土壤 pH(–0.35)影响
土壤碳酸盐的含量 [4-5]。
2.1

(柱图上方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份不同处理间在 P<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n=4))

图1
Fg.1

长期不同施肥模式下土壤碳酸盐累积特征

Carbonate contents under different long-term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http://soils.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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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钙、镁累积特征的影响
2009 年土壤中的钙、镁含量分别为 857 mmol/kg
± 33 mmol/kg 和 416 mmol/kg ± 9 mmol/kg，累计含量
约 1 300 mmol/kg。其中，钙的含量略低于气量法测
定的土壤 CaCO3 含量的结果(920 mmol/kg)。经过 20 a
的不同施肥处理，土壤中的钙、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累积，以 CK 处理表现最为明显。CK 处理土壤中的
钙、镁累积量分别为 47 mmol/kg 和 32 mmol/kg，均
占其总量的 5% 左右。
在长期不同的施肥处理下，土壤中钙、镁累积特
2.2

表3
Table 3

征较为一致。OM 和 OM+NPK 处理土壤中钙、镁的
含量相似，略低于 NPK 和 NP 处理，明显低于 PK 和
CK 处理。这与土壤 pH 的变化较为一致，而与土壤有
机质含量呈现相反规律(表 2)。虽然钙离子是磷肥的伴
随性阳离子，但磷肥的长期施用并未显著提高土壤中
钙的含量。PK 处理土壤中钙含量与 NP、NPK 及 CK
处理均未有显著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磷肥的
施用不会造成土壤钙的大量累积，但磷肥缺失却会显
著降低土壤钙和镁的含量。NK 处理土壤钙、镁含量
显著低于其余处理，
这同于土壤 CaCO3 含量测定结果。

长期不同施肥模式下土壤钙、镁累积特征(1989—2009 年)(mmol/kg)
Accumulation of Ca and Mg in soils under different long-term (1989—2009) fertilization

处理

弱酸溶解态钙

铁锰结合态钙

有机结合态钙

残留态钙
2009 年

1999 年

1989 年

OM

531 ab

55.8 a

7.59 a

199.0 c

852 bc

835 ab

848 a

OM+NPK

527 ab

59.2 a

7.30 a

208.5 c

852 bc

834 ab

823 a

NPK

556 ab

50.7 bc

6.03 b

238.1 bc

868 abc

844 ab

836 a

NP

611 a

51.9 abc

5.83 bc

310.1 a

873 ab

841 ab

857 a

PK

594 a

53.1 abc

5.95 bc

281.2 ab

881 a

872 a

856 a

NK

485 b

44.7 c

5.20 bc

219.7 bc

787 c

822 b

837 a

2009 年

全量钙

CK

593 a

52.6 abc

2.37 c

267.2 ab

883 a

849 ab

836 a

各形态占比 (%)

65.13 ± 3.94

6.19 ± 0.43

0.65 ± 0.22

28.94 ± 4.19

100

–

–

处理

弱酸溶解态镁

铁锰结合态镁

有机结合态镁

残留态镁

2009 年

全量镁
2009 年

1999 年

1989 年

OM

44.5 ab

22.5 a

19.4 a

332 ab

417 abc

402 a

397 a

OM+NPK

43.4 ab

23.1 a

18.6 ab

325 ab

415 abc

399 a

391 a

NPK

45.1 ab

21.3 a

16.6 bc

327 ab

410 bc

404 a

396 a

NP

48.3 a

20.2 a

16.7 bc

326 ab

416 abc

405 a

402 a

PK

49.1 a

21.8 a

17.3 b

338 ab

426 abc

408 a

401 a

NK

41.3 b

19.3 a

15.6 c

321 b

401 c

401 a

395 a

CK

50.2 a

21.8 a

14.2 c

342 a

428 a

408 a

396 a

各形态占比(%)

11.30 ± 0.68

5.14 ± 0.25

4.07 ± 0.43

79.33 ± 1.20

100

–

–

2.3

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钙、镁形态转化特征的

影响
形态分析结果(表 3)显示，土壤中的钙、镁差异
较 大。 土壤中 的钙 主要以 弱酸 溶解态 的形 式存在
(65.13%)，高达 611 mmol/kg，而土壤弱酸溶解态镁
的 含 量 仅 有 41.3 ~ 50.2 mmol/kg ， 占 其 总 量 的
11.30%。土壤中的镁主要以残留态为主(79.33%)。
经过不同的施肥处理，土壤中弱酸溶解态钙、镁
含量均呈现 OM、OM+NPK、NPK 处理相似，低于
NP、PK 和 CK 处理，显著高于 NK 处理。这种变化
规律与土壤残留态钙、镁及其全量的变化规律一致，
即均有可能受到土壤 pH 或有机质含量变化的影响，

而磷肥的缺失则会显著降低土壤中几种形态钙、镁的
含量。
土壤中的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有机结合态钙、镁
变化规律明显有别于其弱酸溶解态及残留态含量的
变化特征，同于土壤有机质的变化规律，总体呈现
OM>OM+NPK>NPK>NP>PK>NK>CK。尽管土壤中
弱酸溶解态、铁锰结合态镁及其全量均远远低于钙，
但有机结合态镁的含量明显高于钙。镁与钙相比，更
容易与土壤中的有机碳发生复合反应。

3

讨论
钙、镁是土壤中主要的盐基阳离子，也是土壤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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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最主要的成分，但通过本文的研究可发现，潮土

壤碳酸盐的 70% 左右。由于土壤中 CaCO3 含量要远

中钙、镁元素与 CaCO3(气量法)累积特征有着较大的

远高于 MgCO3，CaCO3 是控制土壤酸、碱缓冲性能

差异。土壤 CaCO3 含量年际间的变化较大，而钙、

的 最主 要因素 。经 过长期 不同 的施肥 处理 ，土壤

镁元素则出现了持续的累积，钙含量约 857 mmol/kg，

CaCO3、MgCO3 及其全量与土壤有机质累积规律相

明显低于土壤 CaCO3 含量(920 mmol/kg)；形态分析

反，与 pH 变化规律相似，明显有别于土壤碳酸盐总

结果也同样显示，CaCO3 的含量不超过 611 mmol/kg

量的累积特征。即长期施用有机肥可通过降低土壤

(弱酸溶解态钙)。气量法所测定的 CaCO3 成分较为复

pH 减少 CaCO3、MgCO3 及其全量的累积，但对土壤

杂，是土壤碳酸盐总量。通过对比土壤 CaCO3 和钙、

碳酸盐总量的影响较小。形态分析结果再次证明，土

镁元素累积特征可发现，土壤碳酸盐年际间含量变化

壤有机质是碳酸根离子的重要载体，在土壤缓冲性能

较大，稳定差，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肥料、灌溉、

的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干湿降尘均有可能通过改变土壤 pH 间接影响碳酸盐
的含量

[4,12]

。

由于土壤有机质带有明显的负电荷，与同样带有
负电荷的土壤黏土矿物很难复合在一起。以铁、铝、

华北平原年均蒸发量约 1 600 mm，远远高于年

钙、镁为代表的阳离子及其金属氧化物在土壤有机-

均降雨量(580 mm)。在不合理的灌溉下，该区域曾经

无机矿质复合体的形成、有机质的化学稳定中起到非

。本研究结果显示，耕

常重要的作用 [2-3]。本研究结果可发现钙、镁在矿物

层(0 ~ 20 cm)土壤钙、镁元素累积特征较为明显，这

复合体的形成中具有如下两个特征。①有机键合态钙

表明该类型土壤依然有潜在盐渍化的可能。这种累积

/镁含量较低，在土壤有机碳稳中起到重要的中间载

在不同施肥处理下，尤其有机肥的施用下得到明显的

体作用。由于钙/镁键稳定性与铁/铝稳定差异较大，

减缓与抑制。土壤 pH 降低是减少耕层土壤钙、镁累

在土壤有机碳的形成中有可能由钙/镁键向更稳定的

积的最主要原因，但这种变化并未影响土壤碳酸盐总

铁/铝键复合体发生转化[2-3]。②钙/镁与金属氧化物间

量。有机肥的长期施用显著降低了土壤 pH，土壤碳

的复合(铁锰结合态钙/镁)制约铁铝键矿质复合体的

酸盐总量依然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水平。由于土壤 pH

形成，不利于有机碳的稳定。在前期研究中发现，通

与有机质的累积呈现相反的规律，土壤有机质形成过

过长期施用肥料，土壤金属氧化物有明显的活化现象

程中可能固定了部分新生成的碳酸根离子，是土壤缓

(表 2)，这将有利于矿质复合体的形成、有机碳的稳

冲性能的重要来源之一 [12,14-15]。

定[18-19]。本研究结果显示，土壤铁铝氧化物活化过程

是我国最为严重的盐渍区

[13]

钙、镁元素的累积与不同的肥料处理有关，但这

中金属氧化物与钙/镁离子间的复合也明显增加。尽

并不完全取决于外源性钙、镁输入量的多少。即使长

管土壤中的钙含量较高，且主要以活性较高、易于变

期施用磷酸二氢钙，耕层土壤中钙的累积也是有限

化的弱酸溶解态为主，但与土壤有机碳结合的部分却

的。这表明耕层土壤中的钙发生了明显的迁移行为，

很少，明显低于有机结合态镁的含量。因此，钙离子

受到长期施肥下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的影响

[16]

。经过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磷酸根离子可通过共沉淀反
应稳定土壤中的钙、镁，而硝酸根及钾离子则会活化
土壤中盐基阳离子。由于该区域长期采用“井灌井排”

与镁离子相比，与有机碳的亲和力要弱得多，在有机
碳的稳定中更多的是起到干扰或抑制作用。

4

结论

的农业措施，经活化的盐基阳离子在灌溉及降雨的作

1)不同施肥条件下，潮土中钙、镁元素含量持续

用下发生了明显的淋溶迁移行为 [17] 。在有机质含量

增加，明显有别于土壤碳酸盐累积特征。有机肥的长

相对较低的情况下，钙、镁迁移能力较弱，更易于累

期施用尽管会提高有机结合态钙、镁含量，但会通过

积在耕层土壤中。

降低土壤 pH，减少弱酸溶解态钙、镁及其在土壤中

钙、镁及其碳酸盐是土壤酸碱缓冲性能的主控因
子，在有机碳稳定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1-2,12]

，这在本

文的形态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依据反应原理可
知，弱酸溶解态钙、镁以碳酸盐为主，铁锰结合态、

的全量。土壤 CaCO3 总量受有机肥施用影响较小，
部分碳酸根离子与有机碳发生复合是土壤碳酸体系
的重要补充。
2)钙、镁元素在潮土中的累积受到外源性钙、镁

有机结合态钙、镁主要受土壤铁铝氧化物和有机质的

输入影响较小，主要与其在土壤中的迁移有关。磷肥

影响，而残留态则为矿质晶格态[10-11]。2009 年，土

长期施用通过离子间的沉淀反应促进元素钙镁在耕

壤中 CaCO3、MgCO3 累计含量约 650 mmol/kg，占土

层土壤中的累积，而氮、钾肥的长期施用则有利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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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剖面中的迁移。
3)钙离子与镁离子相比，易于与金属氧化物复
合，与有机质的复合能力相对较弱，抑制土壤黏土矿
物-金属氧化物-有机碳复合体的形成。
4)钙、镁及其碳酸盐是潮土中最常见的元素和化
合物，在酸性缓冲性能、有机碳稳定等方面均起到重
要作用，相关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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