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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土壤板结机理及改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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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改良城市园林板结土壤的质量，促进城市绿地持续、健康发展，对重庆市主城 9 区园林绿化
板结土壤的容重、粗骨物质、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微生物种群数量、植物配置等理化及生物
学性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园林绿化土壤板结的主要原因是：
（1）人为压实严重，土壤容重总平
均值为(1.47±0.05) g/cm3，最高的可达 1.72 g/cm3；
（2）粗骨物质多，各区含量总平均值为(40.2±4.43)%；
（3）有机质含量低，总平均值为(27.2±1.1) g/kg；碱解氮、速效钾等有效养分含量偏低，总平均值分别为
(39.4±1.1) mg/kg 和(87.3±1.9) mg/kg；
（4）植物配置不合理；
（5）土壤微生物种群数量少，细菌数量、真菌
数量和放线菌数量的总平均值分别为(29.71±7.8)×105 cfu/g、
(9.98±1.55)×103 cfu/g和(7.6±1.64)×105 cfu/g。
基于城市园林土壤的板结机理，结合景观生态学、共生生物学原理，提出了改良城市园林板结土壤的综
合配套改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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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landscape greenbelt compacted soil and to keep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 greenbelt, some main characters of urban greenbelts in the nine main districts of Chongqing were studied, such as bulk density,
anthropic-materials，organic matter, available N, P and K, and soil microbe popula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fiv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hardening of the urban soil. The first was artificial compaction. The total average value of soil bulk
density was (1.47±0.05) g/cm3, with the highest one being 1.72 g/cm3. The second was a lot of anthropic-materials, with the average number
being (40.2 ± 4.43)% . The third was low organic content, with the average value being (27.2 ± 1.1) g/kg. Meanwhile, the available N and K
content were low, with the available N content being (39.4 ± 1.1) mg/kg and the available K being (87.3 ± 1.9) mg/kg. The fourth was the
unreasonable plant disposition. The last factor was the unbalance in the population of soil microbes. The average number of bacteria, fungi and
actinomycete were (29.71±7.8)×105, (9.98±1.55)×103 and (7.6±1.64)×105 cfu/g,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symbiosis science, the integrative techniques were put forward for improving the compacted urban landscape soil..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Greenbelt; Mechanism of Compacted Soil; Integrative Improved Techniques

0 引言

日益受到土壤科学家的高度关注[3-4]，德国最先开始城

自从 Bockheim 首次提出城市土壤概念以来，由

市土壤的调查和制图，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重视

于对城市生态系统有气候调节、水分保蓄、养分储存循

城市土壤研究工作[5-6]。中国学者对城市土壤定义及分

环、污染物缓冲净化等多种生态功能贡献[2]，城市土壤

类[7]、理化特征[8]、生态功能[2]、环境污染[9-10]等已经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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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对城市土壤板结的机理和改良

显著高于未板结土壤容重。人工粗骨物质较多也是城

方面的研究鲜见报道。受人为因素影响，部分或者全

市园林土壤的显著特征，在板结土壤中含有大量建筑

部城市土壤结构受到破坏 ，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土壤

碎石、砖块等，各区粗骨物质（直径>2 mm）含量的总平

[11]

过于紧实，为此，杨金玲等 对城市土壤压实的内外原

均值为(40.2±4.43)%，有些土层的粗骨物质含量可达

因、物理特性及环境效应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重庆直

70%，对照土粗骨物质的平均含量为 28.6%，园林板结

辖市后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土壤板结改良任务艰巨，

土壤粗骨物质含量明显高于对照土（表 1）。

[7]

急需对城市土壤进行系统的调研以便于改良。因此，
笔者选择以重庆主城区园林绿化板结土壤为研究对
象，
深入研究其板结机理及改良措施，研究结果也能对
其它城市的生态园林建设和环境景观改善起到借鉴和
示范作用。
1 调查对象及方法
1.1 调查对象
研究对象为重庆市主城 9 区（渝中区、南岸区、江
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巴南区、渝北区、大渡口区、
北碚区）的园林板结土壤，调查覆盖的花坛、露地、草坪
等面积不得少于 1000 m2/区，各区东西南北中确立 5 个
小区，每小区 10~15 个采样点，每采样点面积 2 m2，从
土壤表层 0~30 cm 处取土样 1 kg，每小区的 10~15 个样
点土均匀混合后组成 1 个混合土样，取其中 2 kg 用作
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分析。如果样点为树坛土，则采样
深度 0~100 cm，一树一样。对照土样为各区未耕但不
板结的园林土的混合土，
即每个区的各 5 个小区中各确
定 1 个采样点采 1 kg 土，5 个样点土混合均匀后取 2 kg
土作为该区的小对照土，9 个区的小对照土样混合均
匀后取 2 kg 土作为总的对照土。共计 54 个分析土样。
1.2 调查方法
现场调查板结土壤的形态特征、植物配置、
照相以
及日常管护情况，测量容重（环刀法），粗骨物质含量
（比重计法）[12]。取回土样测量有机质含量（重铬酸钾
容量法）、水解氮（碱解扩散法）、有效磷含量（Olsen
法）、速效钾含量（火焰光度法）[13]，微生物种群数量（稀
释涂布平板法）[14]。
1.3 数据统计方法
SPSS 1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变量的变异
幅度用标准误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城市园林绿化土壤板结的物理性质分析

表 1 重庆市园林板结土壤主要物理性质分析
平均容重/(g/cm3)

粗骨物质的平均含量/%

对照（土）

1.18

28.6

渝中区

1.43

32.3

南岸区

1.46

37.8

江北区

1.39

35.2

沙坪坝区

1.45

30.6

九龙坡区

1.63

34.1

巴南区

1.54

70.0

渝北区

1.42

52.4

大渡口区

1.72

41.5

北碚区

1.21

27.8

各区总平均值

1.47±0.05

40.2±4.43

和度与持水量降低，土壤硬度增加，人为压实是城市园

2.2 城市园林绿化土壤板结的化学性质分析
如表2所示，
重庆市城市绿化板结土壤的平均有机质
含量在20.8~32.4 g/kg之间，
总平均值为(27.2±1.1) g/kg，
有效氮含量总平均值为(39.4±1.1) mg/kg、
有效磷含量总
平均值为(14.1 ± 0.6) mg/kg、速效钾含量总平均值为
(87.3±1.9) mg/kg，而对照土壤的有机质、有效氮、有
效 磷 和速效钾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36.4 g/kg、
50.4 mg/kg、
9.2 mg/kg 和 96.4 mg/kg。由此可见，
重庆城市绿化板结
土壤与对照土壤相比有机质含量偏低，
有效氮和速效钾
含量较少，
有效磷含量偏高。
2.3 城市园林绿化土壤板结的生物多样性分析
重庆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导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
土壤来不及配置或不完善配置覆盖植物，
裸地较多，植
物配置不合理现象时有发生。尽管重庆市常见的园林
绿化植物种类有约 600 余种，但因绿化景观效果的需
要，一定范围内大面积种植同一种或配置几种植物的
情况还比较多，如：在渝中区、南岸区等主城的草坪植
物主要是禾本科的结缕草、百合科的沿阶草等。行道
树和绿化主干树多以小叶榕、黄葛树、荷花玉兰或银杏
为主，树盘常无地被植物配置，
雨水直接冲刷和打击土
表，加重了土壤板结程度，土壤生物多样性严重降低。

林绿化土壤板结最主要的原因，土壤容重最高的可达

如 表 3 所 示 ，板 结 土 壤 的 细 菌 数 量 的 总 平 均 值 为

1.72 g/cm ，各区总平均值为（1.47±0.05）g/cm ，而对照

(29.71 ± 7.8) × 105 cfu/g，真 菌 数 量 的 总 平 均 值 为

土壤的平均容重为 1.18 g/cm3，城市园林板结土壤容重

(9.98 ± 1.55) × 103 cfu/g，放 线 菌 数 量 总 平 均 值 为

重庆市主城 9 区园林板结土壤的容重与对照土相
比，
因经常受到人为踩踏以及客土运输量的增大，城市
绿化土壤容重普遍增大，这将导致总孔隙度、土壤水饱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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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庆市园林板结土壤主要化学性质分析
平均有机质/(g/kg)

平均水解氮/(mg/kg)

平均有效磷/(mg/kg)

平均速效钾/(mg/kg)

对照（土）

36.4

50.4

9.2

96.4

渝中区

28.1

42.4

14.7

88.2

南岸区

29.5

43.7

14.4

90.4

江北区

27.2

40.1

15.3

91.5

沙坪坝区

28.6

37.2

15.7

87.7

九龙坡区

26.3

36.2

13.4

84.6

巴南区

23.5

37.3

12.3

88.3

渝北区

28.4

37.8

13.8

85.8

大渡口区

20.8

35.4

10.6

74.2

北碚区

32.4

44.5

16.7

95.1

各区总平均值

27.2±1.1

39.4±1.1

14.1±0.6

87.3±1.9

表 3 重庆市板结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
平均细菌数量/(×105 cfu/g)

平均真菌数量/(×103 cfu/g)

平均放线菌数量/(×105 cfu/g)

对照（土）

38.4

15.1

13.3

渝中区

32.7

10.7

8.4

南岸区

29.3

11.8

9.0

江北区

31.1

10.3

7.9

沙坪坝区

30.2

9.6

7.7

九龙坡区

23.6

8.7

5.6

巴南区

21.9

8.3

6.5

渝北区

33.4

11.2

8.8

大渡口区

19.5

7.8

4.8

北碚区

45.7

12.4

9.7

各区总平均值

29.71±7.8

9.98±1.55

7.6±1.64

(7.6±1.64)×105 cfu/g，微生物种群数量和组成发生改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综合的改良措施。在采取防护措施

变，与对照土壤测得的平均细菌数量 38.4×10 cfu/g、

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景观植物，使用有机肥和生物菌

平 均 真 菌 数 量 15.1 × 10 cfu/g 和 平 均 放 线 菌 数 量

肥，使用有益土壤动物等，改良城市园林板结土壤的理

13.3×10 cfu/g 相比较，数量显著减少，生物多样性显

化性质和生物学性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景观园林生

著降低，致使城市景观园林生态系统极其脆弱，肥力

态城市。

差。

4 讨论

5

3

5

3 结论

目前重庆市防止园林绿化土壤压实板结所采取的

人为活动的强烈干扰对城市园林土壤的天然结构

措施还停留在设置护栏、护圈、护板、绿篱等防止人为

造成破坏，
使得原土表层（或腐殖质）被剥离或埋藏，土

践踏的阶段，而从景观生态学、土壤学、生物学等方面

壤间隙小、
通透性差，土壤普遍过于紧实和板结。板结

对其原理进行深入研究后采取的根本性治理措施还很

的原因主要有物理、
化学及生物三方面，包括土壤容重

少。解决城市绿化土壤板结的问题应考虑多方面的因

高、
粗骨物质增多，
有机质含量、碱解氮、
速效钾等有效

素，运用景观生态学、土壤学、共生生物学等理论与原

养分含量偏低，植物配置不合理，土壤微生物种群数量

理，结合当地实际，
对城市园林板结土壤进行综合改良

少等。改良城市园林板结土壤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才能达到长期稳定的治理效果，减少环境污染，
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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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地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市板结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城市板结土壤中的诸多

4.1 采取防护措施，防止土壤压实板结

生物限制因子致使绿化植物生长不良，景观效果不

在易受到践踏的绿地周围种植红檵木、杜鹃等绿

佳。生物菌肥改良园林板结土壤是很有前途的新措

篱植物，
或设置人性化的护栏（墙），尤其是用彩叶或开

施。将植物根系的有益微生物制成生物菌肥施用于园

花植物作为绿篱既美观，又可减少人为踩踏，起到缓解

林土壤，促进有益微生物与植物共生，可以增强植物对

土壤板结的作用。城市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

土壤养分的吸收，如将景观植物与三叶草等含根瘤菌

（如建筑碎石、砖块、瓷砖、水泥、石灰等），厂矿企业的

的豆科地被植物配置，可以提高土壤中氮含量，
减少化

废料、残余物以及生活垃圾中的固体成分长期大量地

学氮肥的使用。生物菌肥的使用在促进园林植物生长

入侵到城市园林绿化土壤中，道路绿化带由于频繁施

的同时，将持续改善土壤—微生物—植物—大气连续

工，其土壤中的入侵体也非常多。故在栽植植物之前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通，保护环境，
提高城

应对表层土壤进行翻耕，彻底清除土壤中的砾石、水

市园林土壤的绿化质量和效益，防止土壤侵蚀板结。

泥、瓷砖、建筑垃圾等有害入侵体，构建有利于植物生

在对有机肥进行发酵的过程中也可使用微生物菌剂，

长的正常土壤结构。对易板结的草坪土壤或板结树

产生的少量酸性物质可降低 pH，减少发酵过程中氨的

盘，可定期使用打孔机打孔，打破板结层，增加土壤的

挥发，从而保留较多氮素提高土壤肥力，促进绿化植物

通透性，减小土壤容重，增加空穴度，促进好气性微生

健康生长，增强园林景观效果。

物活动，
释放土壤养分。填充如泥炭、树皮、树叶、珍珠

4.5 利用土壤动物改良土壤品质

岩等土壤有机透气材料，改良板结土壤，
为植物根系通
气。

土壤动物是土壤生态系统中分解者食物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分解作用、养分矿化作用等生态过程的主

4.2 合理配置植物种类
在城市园林绿化时应按照生态平衡原理对植物进
行景观配置，根据当地的环境气候条件和绿化目标，选
择不同类型和功能的植物，设计出不同类型的城市景
观，
实现城市园林系统生物多样性，形成立体的全覆盖
绿化生态景观系统，消除裸地，才能保持城市园林景观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防止土壤侵蚀。在城市园林绿化
时，可以乔木为主体，配置以灌木、攀缘植物、花卉、草
坪地被或水生植物构建城市绿地景观斑块。
4.3 施用有机肥改良土壤质地

要调节者。城市园林绿化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普遍偏
低，土壤动物的取食行为促进了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
质转化的过程，土壤动物中蚯蚓的作用最为明显。蚯
蚓在其生命活动过程中能生产出大量的由其消化道分
泌物、未消化的有机物和土壤共同构成的粪块土壤。
在蚯蚓向土壤深处活动时，大量的粪便土排泄到地表
并形成穴孔从而使土壤得到自然耕作，改善土壤的理
化结构，防止和缓解土壤板结。因此，有条件的地方可
向板结土壤中投放适量的蚯蚓。

为景观和防火方面的需要，在日常管理中将枯枝
败叶等清除绿地，移至系统外，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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