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黑土的黑土层厚薄，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标

志，而黑土层变薄被认为是黑土受到侵蚀或退化的表

现，因此，黑土开垦之后，黑土层厚度的变化，深受人

们的关注。在各种文献中多有报道，但其说不一。陆继

龙（2001）[1]认为，开垦之初黑土层厚度60~70 cm，现在

是 20~30 cm，每年减少 0.4~0.5 cm；郭秀文（2002）[2]

认为，开垦之初是 60~80~100 cm，20 年减少到 60~
70 cm，40 年减少到 50~60 cm，70~80 年减至 20~30 cm；

魏才等 （2003）[3] 称上世纪 50 年代黑土的黑土层厚

60~70 cm，现在大部分只有 20~30 cm，每年流失

0.3~1 cm；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范昊明等（2004）[4]、于
磊等[5]。唐克丽主编的《中国水土保持》（2004）[6]一书

中称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开垦以来，黑土层厚度由原

来的 1~2 m，减至 0.2~0.3 m，每年因面蚀表土厚 0.5~
1.0 cm。上述报道与事实相差甚远，有必要对这个问

题说明真实情况。作者曾参加黑龙江省及内蒙古呼

伦贝尔盟可垦荒地土壤调查和黑龙江省第一次、第
二次土壤普查，就所见所闻对这个问题进行商讨。

1 黑土的黑土层现在有多厚

所有文献均称黑土的黑土层厚度，现在是 20~30 cm，

都说是开垦之后变薄的，就是说现在的黑土耕地，黑土

层厚度为 20~30 cm，然而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黑龙

江和吉林两省黑土的耕地薄层（黑土层厚度＜30 cm）占

39.8%，中层（黑土层厚度 30~60 cm）占 40.8%，厚层

（黑土层厚度＞60 cm）占 19.4%，详见表 1。
从黑龙江和吉林的土种志中还反映出了两省黑

土耕地侵蚀程度的差异，吉林省有破皮黄黑土（黑土

层厚度＜20 cm＝1 030 km2，占全省黑土耕地面积的

12.4%，而黑龙江省的破皮黄黑土是 871 km2，只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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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土开垦之前黑土层厚度一般为 30～50 cm，有的可达 1 m，开垦之后，黑土层厚度总的趋势是变薄，但仍以中等厚度

（30～60 cm）占多数。变薄的原因有土壤自然沉实和土壤侵蚀两个方面，前者是由生土变熟土的必然过程，后者可通过保护性耕

作措施加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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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h horizons of uncultivated phaeozems(i.e., black soils)generally range from 30 to 50 cm，but some can reach 100 cm.
After cultivation,the Ah horizons became thinner, but most of them are still between 30 and 50 cm.The reasons of the Ah horizon
decrease are natural soil settling (or compaction) and soil erosion. The natural compaction is a result of soil maturing (development)
process after soil perturbation.Soil erosion may be reduced or even controlled by conservation tillag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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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黑土耕地面积的 2.4%。吉林省还有 170 km2 的侵

蚀黑土，即黑土层已被侵蚀殆尽的黑土，这在黑龙江

省面积较小，农民称之谓黄土橛子，其实这部分土壤

可能是暗棕壤而不是黑土，在荒地土壤调查时地形

坡度在 6 °以上的，多生长以柞、桦为主的杂木林，土

壤为草甸暗棕壤。

表 1 耕地黑土土种面积统计

Table 1 The area statistics of cultivable land black soil species

注：根据黑龙江、吉林两省土种志统计。

省

黑龙江

吉林

合计

km2

36 063
8 026
44 089

%
100
100
100

km2

14 857
2 690
17 547

%
41.2
33.5
39.8

km2

14 433
3 563
17 996

%
40.0
44.4
40.8

km2

6 773
1 773
8 546

%
18.8
22.1
19.4

总计（Sum） 薄层（＜30 cm） 中层（30~60 cm） 厚层（＞60 cm）

吉林省土壤普查还划分出了深厚黑土土种，黑

土层厚达 1 m 以上，总面积达 175 km2，其中耕地

123 km2，分布在低平处，是承接从坡上冲刷的黑土堆

积所致，这也是坡地侵蚀严重的证据。在黑龙江省黑

土层超过 1 m 的比较少见，在土壤普查时未能单独

划分土种而划入厚层（＞60 cm）土种中。

2 黑土开垦之前黑土层厚度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外国人在黑龙江省

从事土壤调查，称黑土的黑土层厚 25~100 cm，通常是

40~50 cm（潘德顿等，土壤专报，1935）。第一次土壤普

查，对黑土的描述是黑土层厚度“一般为 30~50 cm，有

的厚达 1 m”（黑龙江省农业厅 1962）。这比较符合实

际，黑土在未开垦之前，黑土层就有薄、中、厚，而且

以中等厚度（30~60 cm）的居多，而厚层（＞60 cm）的

较少，达 1 m 的更是少见，而且多出现在坡的下部。
黑土层的厚薄是沿着地形坡度，由上而下逐渐由薄

变厚的，这可能是在自然状态下就有土壤侵蚀存在，

也可能是上、中、下坡水热条件不同，影响到自然植

物生长和有机质积累，坡的上部土温较高，水分较

少，植物生长繁茂程度差，有机质积累少，所以黑土

层较薄。在坡度达 6 °以上时，则森林植被代替了草

原植被，土壤也不再是黑土而发育成暗棕壤。
据第二次土壤普查非耕地黑土，黑土层厚度仍

有薄、中、厚，而薄层的占 44.2%，中层占 36.4%，厚层

占 19.4（表 2）。现在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和内蒙古呼

伦贝尔盟仍可以找到面积比较大的未开垦的原始状

况的黑土，其中尤其是呼伦贝尔盟黑土，总面积

85.65 万 hm2，耕地 26.08 万 hm2，垦殖率仅为 30.4%，

尚有 59.57 万 hm2 黑土荒地未开垦，根据呼伦贝尔

盟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典型黑土的黑土层厚度

20~40 cm，草甸黑土 22~48 cm，白浆化黑土 25~50 cm[7]，

这可从一个侧面证明，未开垦之前黑土层厚度的证

据。

表 2 非耕地黑土土种面积统计

Table 2 The area statistics of non cultivated land black soil species

注：根据黑龙江、吉林两省土种志统计。

省

黑龙江

吉林

合计

km2

12 184
2 565
14 749

%
100
100
100

km2

5 332
1 184
6 516

%
43.8
46.2
44.2

km2

4 464
909
5 373

%
36.6
35.4
36.4

km2

2 388
472
2 860

%
19.6
18.4
19.4

总计（Sum） 薄层（＜30 cm） 中层（30~60 cm） 厚层（＞60 cm）

3 黑土开垦后黑土变化的原因

凡是坡耕地都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几种坡耕地

比较起来，水土流失更为严重的是坡度较黑土大的

暗棕壤和存在有黏化淀积层的岗地白浆土。对黑土

来说，并非所有的黑土都存在侵蚀，分布在上坡的黑

土存在侵蚀，下坡的黑土往往堆积大于侵蚀。上坡的

黑土，在有多余水分形成径流时，沿坡面向坡下部流

失，部分地表黑土，形成固体径流，由上坡转移至下

坡，甚至流入江河，由此引起黑土层变薄，这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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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常称谓的面蚀，即面状侵蚀。这种侵蚀多发生在

没有作物覆盖的春季，当春季积雪开始融化时，表下

层土壤尚未解冻，融化的雪水不能渗入土壤中，而沿

地表形成径流，已经解冻的表土随水一起流失，此时

是面蚀最严重的时期。在作物生长季节，有作物覆

盖，虽然在雨季面蚀也不易发生。面蚀主要是采取农

业措施，如采取留茬越冬，少耕免耕等保护性耕作措

施加以防治。
此外，黑土开垦后，黑土层在一定限度内变薄，

是由生土变熟土的一个必然过程。荒地黑土，黑土层

疏松，一般容重为 0.8~0.9 g.cm-3，开垦之后土壤变紧

实，容重达到 1.1~1.4 g.cm-3，若土壤容重由 0.9 g.cm-3

变到 1.2 g.cm-3，体积就缩减原体积的 1/4。土壤变紧

实，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原东

北农科所兰士珍（1953）就提出适当紧实度的概念，

他在红星农场做试验证明春小麦在土壤容重 1.2~
1.3 g.cm-3 时产量最高，以后许多耕作学家做了类似

的试验，其中如大豆在土壤容重 1.1~1.4 g.cm-3 时为

适宜[8]，详见表 3。

表 3 土壤紧实度与大豆产量（kg·hm-2）的关系

Table 3 Relationship of soil bulk density with soybean production（kg·hm-2）

试验单位

九三农科所

松花江农科所

试验年份

1979
1980

0.8
1 980
-

0.9
2 243
-

1.0
2 325
2 363

1.1
2 355
2 483

1.2
2 603
2 505

1.3
2 640
2 895

1.4
2 753
2 558

土壤容重/g.cm-3

土壤过于疏松，农民群众称之谓“漏风土”，不易

保存水分，易受干旱，因此，在黑土开垦之后，由于土

壤变紧实而产生的黑土层变薄，这一现象应当说是

正常的，也是有益的。至于由于土壤侵蚀而使黑土层

变薄，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黑龙江省国营农

场，推行从美国引进的保护性耕作制，是防治土壤侵

蚀很好的办法。但美国的黑土土壤质地多为粉壤质，

我国东北地区的黑土土壤质地较黏重，在引进中，应

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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