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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黑土分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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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土和黑钙土是两类不同的土壤 , 仅就黑土而言世界有三大片 , 它们是北美洲 、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潘巴

斯大草原以及中国的东北;按广义的黑土 , 包括黑土和黑钙土 , 应当是四大片 , 除上述三大片之外 ,另有乌克

兰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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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献报道 ,有两个不同的三大片黑土的论

述 ,一是在我国一直被传颂和被引用的三大片黑

土 ,这三大片是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 、乌克兰

和俄罗斯大平原和我国的东北地区[ 1-2] ;另外是国

际土壤学会(ISSS)、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

界土壤参比中心(IS RIC)所编著的世界土壤参比

基础(WRB)一书中的三大片黑土 ,美国为第一大

片 ,约 70万 km2 ,第二大片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

潘帕斯(Pampas)大草原 ,约 50万 km2 ,第三大片

在中国的长春和哈尔滨及其以北地区 ,面积约 18

万 km2[ 3] 。比较这两个不同的提法可以发现 ,我

国传统的认为三大片黑土 ,没有阿根廷和乌拉圭

的潘帕斯大草原 ,可能是只看到北半球的黑土而

忽略了南半球也有一片黑土 ,1954年原苏联土壤

学家 Д.Г.威林斯基所著《土壤学》一书中的世界

土壤图[ 4] ,就表明阿根廷和乌拉圭有大片的黑钙

土。世界土壤参比基础的黑土没有乌克兰和俄罗

斯 ,这是由于对黑土分类和界定有不同 ,其所指的

黑土 ,不包括黑钙土 ,而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大面积

的黑钙土而不是黑土 。现根据有关文献对上述问

题进行讨论。

1　黑钙土(Chernozem)一词的提出

俄国地质学家 B.B.道库恰耶夫于 1877 ～

1881年对俄国的黑钙土带进行了调查 , 于 1883

年发表《俄国的黑钙土》专著[ 5] ,在世界上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俄国黑钙土一词是取自当地农民的

名称 Чёрные(黑色的)和Земля(土地),是黑土地

的意思 ,译成英文为 Chenozem 。在译成中文时 ,

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土壤中有碳酸钙的原因而译为

黑钙土。这个名称一直被世界各国所采用 ,是特

指黑钙土草原所形成的这类土壤。当时并没有把

黑土和黑钙土划分成两类土壤 ,统称谓黑钙土 ,将

黑土命名为退化黑钙土或变质黑钙土。

2　黑土(Phaeozem)和黑钙土分为两个不

同的土类

　　早期在美国 ,发现有一类在草甸植被下形成

的不同于俄国所论述的黑钙土的土壤 ,命名为湿

草原土(Prairie Soi l),联合国粮农组织对这类土

壤命名为黑土(Phaeozem), 取自希腊文 Phaio s

(暗色)和俄文Земчя(土地)。大致相当于我国现

行土壤分类中的黑土和草甸土 。在我国 ,建国前

一直到建国之初 ,将黑土列入黑钙土的一个亚类 ,

在 1953年 ,首先由宋达泉教授提出这类土壤不是

黑钙土而与美国的湿草原土相同。随后苏联土壤

学家 В.А.柯夫达来中国对黑龙江流域进行考

察 ,也认为黑龙江省的原命名为退化黑钙土的土

壤 ,不同于苏联的黑钙土 ,它是草甸化过程形成的

土壤 ,命名为黑钙土型草甸土
[ 6]
。后来根据宋达

泉教授的建议 ,以当地农民群众的名称“黑土”命

名
[ 7]
,正式从黑钙土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土

类 ,一直延用至今。我国现行土壤分类中的黑土 ,

不同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定义的黑土 ,在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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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被确认 ,一直没有一个恰当的外文译名 ,有人

曾将其译为 Black Soi l[ 8] ,但未被国际土壤学界所

认同 ,现在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名称译为 Pha-

eozem
[ 9]
,但其对黑土(Phaeo zem)的定义和我国

分类中的黑土又有很大差异 , 其定义的黑土

(Phaeo zem)不仅包括草甸土 ,还要求腐殖质层厚

度不能小于25 cm , 这样我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中

的破皮黄黑土 、侵蚀黑土和薄层黑土中的一部分

就不能归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黑土 ,而腐殖质层

厚度大于25 cm白浆土却可以归入黑土 ,称谓漂

白黑土。

3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软土(Mollisols)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没有采用黑土这个名称 ,

而将黑土命名为软土 ,而且凡具有松软表层(黑土

层厚度≥25 m ,盐基饱和度≥50%)[ 10] 的土壤都

称谓软土 ,这样不仅是黑土 、黑钙土 、暗栗钙土和

草甸土 ,还包括黑土层厚度达到要求的暗棕壤 、白

浆土等 ,有些类似于我国第一次土壤普查时 ,农民

群众所定义的黑土 ,例如第一次土壤普查的白浆

底黑土 ,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称漂白软土 。美

国土壤系统和世界土壤参比基础的分类都是诊断

分类 ,即利用从土壤实体中提炼出的诊断层和诊

断特性 ,对土壤进行分类 ,和我国现行土壤发生分

类是完全不同的分类体系 。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按美国土壤系统分类的

软土(Molliso ls)或者按俄国早期土壤分类的黑钙

土(Chernozem), 世界上都应该说是四大片黑

土[ 11] 。而按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我国第二次土壤

普查的土壤发生分类的黑土 ,是三大片黑土 ,但这

三大片中没有乌克兰和俄罗斯 ,而应当有阿根廷

和乌拉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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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on Distribution of Phaeozem in the World

ZHANG Zhi-yi

(Heilongjiang August First Ag ricul tural Reclamation Univ ersity , Daqing , Heilongjiang

163319)

Abstract:The phaeo zem and chernozems are tw o diffe rent type of the so ils in soil classifica tion.If the phaeozem

only , there ar e three lar ge par t in the Wor ld.The large st one is found in the G reat plain o f nor th America;

The second majo r is found in Pampas of A rgentina and U ruguay , and the thir d la rge is in nor theastern China.

If including the chernozems , there a re four larg e pa rt area , except the th ree a s mentioned above , and the o the r

is the g rea t plain of Ukraine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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