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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土壤营养状况研究
李存焕袁王 庆袁张文静袁余 皓袁 王 博袁史秀华
渊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袁广东 深圳 518060冤

摘 要院2009年11月至2011年10月期间每月对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6个采样点进行土壤样本采集袁并对土壤的理化性质和营养
元素含量进行测定袁结果发现院土壤含水量高袁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变化曰土壤pH值在6.5耀7.5之间曰土壤电导率高袁含盐丰富曰土壤粉
粒含量所占比例最大曰有机质含量极其丰富,各样点差异较大曰各采样点速效氮含量在100 mg/kg左右曰有效磷含量在30 mg/kg左右曰
速效钾含量在750 mg/kg左右袁比农田土壤丰富得多曰说明流经市区的两条河流将丰富的营养物质带入深圳湾遥在2011年年初袁监测
到的各项营养元素的含量骤然降低袁与深圳筹备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环境治理密切相关袁而在2011年年底各项指标出现反
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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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mangrove
forest soils in Shenzhen Bay
LI Cun-huan, WANG qing, ZHANG Wen-jing, YU Hao, WANG Bo, SHI Xiu-hua
渊Golf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冤

Abstract: Mangrove forest Soil samples in 6 points were tested monthly on Shenzhen Bay, for soil physical,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nutrient elements contents from Nov. 2009 to Oct. 201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il water contents was abundant and undulated
seasonally. Soil pH wa泽 between 6.5 to 7.5, a potential acid sulfate soils; soil conductivities were high and rich of salts; silt contents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n soil texture; organic matter contents were extremely rich, and distributed uneven; Soil ammonia and
nitrate nitrogen contents together valued about 100 mg/kg; soil available phosphorus contents were about 30mg/kg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contents were about 750 mg/kg; are fertile soils compared to ordinary agricultural soils. Soil nutrient contents in each sampling point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early 2011 and rebounded in the end of 2011, because environment administer were taken place seriously
during Shenzhen Universiade.
Key words: Shenzhen Bay; mangroves forest; soil; nutrient elements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尧 亚热带滨海盐土上一种特有
的常绿灌木和乔木组成的植物群落袁 是陆地向海洋过渡
的特殊生态系统袁具有防浪固堤尧维持海岸生物多样性和
渔业资源尧净化水质等多种生态功能[1]遥 红树林湿地长期
以来也被认为是排放污水和废水的便利场所袁 然而污水
的排放对红树林系统造成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的袁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2]遥 目前袁国内外很多学者就污水
排放对红树林生长状况尧 生理生化功能等方面进行大量
研究[3-5]遥
红树林土壤是由红树残体埋藏后发育的一种特殊土
壤类型袁主要特征是红树林埋藏层在干旱时易反酸遥 和一
般农田土壤相比袁红树林土壤具有很多特性袁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院成土时间短,许多方面保留有母质曰土壤呈还
原状态,沼泽化曰土壤含盐量高,盐渍化曰pH 值低,土壤呈强
酸性袁土壤由表层土到深层 pH 值变化明显曰有机质丰富,
营养元素含量高曰质地均匀,粘粒含量高曰微生物物种呈现

独特性和生理生化多样性的特点[6]遥

1 材料与方法

以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为研究对象袁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0 月袁在新洲河口尧沙嘴鱼塘尧凤塘河东岸尧凤塘
河西岸尧 凤塘河冲积河滩和凤塘河鱼塘 6 处设立采样点袁
采集土壤袁每月采样一次袁分析土壤理化性质和营养状况
的变化规律遥
采样点的分布如图 1 所示袁围绕凤塘河和新洲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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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土壤采样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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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袁这两条河流流经市区袁是深圳湾海水污染物的主要来
源遥 使用直径为 10 cm 的圆柱形塑料管袁采 0耀15 cm 的土
壤袁放入洁净的密封袋袁迅速然后带回实验室[7]遥
测定项目及方法院土壤水分含量采用烘干法袁土壤酸
碱度用电极法袁含盐量用电导法袁土壤质地用比重计法袁
土壤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法袁铵态氮用靛酚蓝比色法袁
硝态氮用酚二磺酸比色法袁有效磷用钼锑抗比色法袁速效
钾用四苯硼钠比浊法[8]测定遥 实验数据用 SPSS 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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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理化性质的动态变化规律
从 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0 月袁深圳湾红树林土壤
水分含量动态见图 2遥 由于红树林浸泡在海水中袁水分含
量高袁总平均值高达 122.6%遥 每年 4~8 月降水明显增多袁
土壤含水量也随之升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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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土壤水分含量

红树林土壤是由红树残体埋藏后发育的一种特殊土
壤类型袁主要特征是红树林埋藏层在干旱时易反酸遥 红树
林土壤一般呈中性至酸性袁pH 值分布在 2.83耀7.5 区间或
者稍高一些遥 图 3 显示袁 深圳红树林保护区土壤平均 pH
值为 6.84袁偏中性袁应该属于潜在酸性硫酸盐土遥
红树林土壤属于红树林潮滩盐土袁长期受到海水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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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遥

2010-07

2010-09

期性淹浸,土壤含盐量高袁一般在 1%~2%左右袁并且表现
为质地越粘重袁含盐量越高遥 从图 4 可以看出袁6 个样地的
电导率相差不大袁趋势基本一致遥从 2011 年 3 月开始电导
率都明显下降袁10 月份电导率明显上扬袁这可能与深圳大
运会期间的一些环境政策有关袁也说明土壤含盐量部分来
源于河流污染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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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土壤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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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土壤电导率

红树林土壤是经河流和海潮的分选搬运后在红树林
作用下发育形成的袁 一般质地较细尧 而且比较较匀遥 研
究表明袁 有红树生长的土壤比无红树生长的土壤粘粒含
量高,小于 0.05 mm 的粉粒和粘粒总含量一般占 80%或更
多遥 由表 1 可知袁 深圳湾红树林土壤以粉粒为主遥 根据
我国土壤质地分类标准袁 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壤性质属于
粉土遥
红树林根系庞大类型多样, 根系生物量占总生物量
42.9%遥 死亡的根系和大量的枝叶凋零物进入土壤遥 红树
林群落为某些海生动物提供饵料和栖息地, 这些海生动

表 1 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土壤质地 渊%冤
采样点

极细砂
粉粒
粘粒
粗中砂
细砂
1~0.25 0.25~0.15 0.15~0.05 0.05~0.002 约0.002 质地
mm
mm
mm
mm
mm

沙嘴鱼塘
14.0
凤塘河东
1.4
3.3
凤塘河西
凤塘河滩
1.8
凤塘河鱼塘 17.36

4.6
0.5
1.4
1.4
3.12

0.0
6.0
0.10
5.0
9.32

75.9
83.8
84.9
83.8
47.9

5.5
8.3
10.3
8.0
22.3

粉土
粉土
粉土
粉土
粉土

物的粪便和残体也成为红树林土壤有机质来源的一部分遥
但由于土壤呈还原状态, 有机质分解缓慢, 易于累积[9]遥 由

55
图 5 可知袁 红树林地区有机质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袁且
变化起伏极小袁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袁规律性尧季节性
的变化并不明显袁 说明此地有机质含量并不受太多外力
因素影响袁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遥
氮对茎叶的生长和果实的发育有重要作用袁 农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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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产量相关最密切的营养元素遥 而土壤中氮来源于生
物固氮尧降水尧灌溉尧施肥等途径[10]遥 由图 6 可知袁深圳湾红
树林土壤铵态氮含量平均值高达 55.7 mg/kg袁 营养丰富遥
由于土壤呈还原状态袁硝化作用弱袁土壤中维持很高的铵
态氮遥 2011 年春天开始袁铵态氮含量迅速降低袁大运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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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土壤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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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红树林保护区土壤铵态氮含量

境治理起到了显著作用遥
土壤中的硝态氮渊NO3-冤是阴离子袁易于流失遥 铵态氮
在酸性土壤中容易形成氨气挥发损失袁 硝态氮更适合作
为酸性土壤的养料遥 由图 7 可知袁各样点的硝态氮含量较
为接近袁持续维持较高水平袁大运会期间没有减少袁说明
硝态氮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袁其消耗需要较长时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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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指标袁 深圳湾红树林土壤有效磷含量在
不同的采样点差别较大袁见图 8遥 各样点肥力水平普遍较
高袁其中凤塘河东尧西两岸红树林下方土壤以及凤塘河河
滩土壤有效磷含量均高于 30 mg/kg袁属于高肥力土壤遥 而
新洲河口尧 沙嘴鱼塘和凤塘河鱼塘的有效磷含量也在中
等肥力水平的指标范围内袁 可见深圳湾红树林的土壤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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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相较于一般性的农耕土壤具有高肥力的特点[11]遥
交换性钾和水溶性钾统称速效钾袁是植物钾素营养的
直接来源遥 从图 9 可以看出袁深圳湾红树林土壤的速效钾
含量在冬季的时候较低袁可能是由于钾素主要来源于两条

河流袁由于冬季降水量少袁冲刷到海里的钾离子相对较少[12]遥
另外袁 钾离子的含量在大运会环境治理期间效果特别明
显袁大运会前急剧减少袁大运会后迅速反弹遥
2.2 土壤理化性质及营养元素的显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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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
新洲河口
沙嘴鱼塘
凤塘河东
凤塘河西
凤塘河滩
凤塘河鱼塘

深圳湾红树林各理化指标比较

水分含量
渊%冤

106.49依6.53A
124.34依7.49A
154.98依5.01B
124.32依5.69A
123.80依4.14A
117.31依6.44A

pH 值

6.96依0.14B
6.50依0.10A
6.71依0.09AB
6.91依0.07B
6.90依0.11B
7.02依0.10B

电导率
渊ms/cm冤

有机质
渊%冤

3.16依0.26ab
2.59依0.19a
3.80依0.25b
3.80依0.25b
3.62依0.24b
3.59依0.19b

3.64依0.11A
4.33依0.07C
4.45依0.10C
4.43依0.09C
3.94依0.07B
3.89依0.10AB

注院同列数 据后大 写英文字母 不同者表 示差异极显 著袁小写 英

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遥 表 3 同遥

表 3 深圳湾红树林各营养元素含量比较
采样点
新洲河口
沙嘴鱼塘
凤塘河东
凤塘河西
凤塘河滩
凤塘河鱼塘

铵态
渊mg/kg冤

72.80依8.20B
64.82依7.51B
61.42依6.90B
66.97依7.93B
52.21依5.87AB
36.99依2.80A

硝态氮
渊mg/kg冤

32.19依2.59a
34.08依2.27a
35.89依2.91a
31.51依2.24a
36.59依2.85a
35.42依2.77a

有效磷
渊mg/kg冤

29.51依2.37B
16.49依0.07A
31.79依2.46BC
36.85依2.21B
31.63依3.04BC
21.62依1.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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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红树林位于新洲河和凤塘河两个河口之间袁
土壤受到两条河流与海水的交替混合冲刷和浸淹遥 由于
新洲河与凤塘河的水均来自城市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
水袁河流的污染相对严重袁威胁着红树林生态环境遥 6 个采
样点中袁新洲河口和沙嘴鱼塘的位置接近于新洲河流域曰
沙嘴鱼塘相对封闭而且有芦苇生长曰 凤塘河东和凤塘河
西有茂密的红树林曰凤塘河滩是裸滩曰凤塘河鱼塘也没有
芦苇袁这 4 个采样点属于凤塘河流域袁受凤塘河的影响较
大遥 运用 SPSS 软件对各因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袁结果
见表 2 和表 3遥
表2

2010-11

测定时间

速效钾
渊mg/kg冤

691.33依31.21a
720.50依30.27a
690.26依31.78a
674.40依31.13a
679.38依31.47a
732.44依32.95a

由表 2 可见袁 凤塘河东的红树林土壤含水量均值最
大袁与其他样点有极显著差异遥 可能是样地正对着凤塘河
入海口方向袁故该地点含水量高遥 其余 5 个样点差异不显
著遥 土壤 pH 值也有极显著差异袁沙嘴鱼塘尧凤塘河东 pH
值显著低于其余样地遥 这主要是当红树林枯枝落叶归还
土壤或红树林残体被埋藏分解后袁大量的硫进入土壤遥 在
厌氧条件下袁经微生物作用后产生的如 H2S 等致酸物质使
土壤 pH 值下降[13]遥 电导率差异显著袁以新洲河流域较低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各采样点有机质的含量规律性最强院
植被茂密的 3 个样点袁沙嘴鱼塘尧凤塘河东尧凤塘河西有机

质含量最高袁 其次是裸滩凤塘河滩和无植被的凤塘河鱼
塘袁新洲河口最低遥 有机质含量与植被状况显著正相关遥
由表 3 可知袁凤塘河鱼塘铵态氮含量显著偏低袁而含
量最高的是新洲河口遥 铵态氮的来源有可能是生活污水
排入等人类活动的原因袁河口含量高袁而凤塘河鱼塘相对
封闭袁排入的污水少袁含铵态氮量低遥 硝态氮含量各样点
差异不显著袁含量比较接近袁一般来讲袁硝态氮是由铵态
氮经过硝化作用转化来的袁 说明深圳湾红树林的硝化速
率较为恒定袁与铵态氮含量相关性不显著[14-15]遥
两个鱼塘的有效磷含量较低袁可能是由于袁鱼塘不直
接受到河流的冲刷袁因而受到污染并不严重袁有效磷含量
并不高袁 而其它受到河流冲刷的地区相对来说有效磷含
量更高袁可能是受到了更多的污染遥 速效钾含量各样点间
差异不显著袁整个实验区的速效钾含量相近似遥

3 结论与讨论
深圳红树林保护区土壤含水量丰富袁pH 值大致范围
在 6.5耀7.5 之间袁属潜在酸性硫酸盐土遥 土壤电导率高袁含
盐量丰富遥 土壤粉粒含量所占比例最大袁均属于粉土遥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袁与植被生长状况显著正相关遥 土
壤氮尧磷尧钾素含量均丰富袁铵态氮尧有效磷受河流水影响
大袁而硝态氮尧速效钾含量较为恒定遥
在 2011 年初袁 监测到的各项营养元素的含量骤然降
低袁这与深圳筹备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密切相关遥2011
年底各项指标出现反弹遥
大运会期间土壤营养指标均大幅度降低袁是由于市人
居委采取了大运会环境整治措施院 设置 苑缘 个水环境水质
监测点位袁 监测频次由每月监测一次增加到重点监测项
目每日监测一次遥 建立了大运会环境监管信息系统和全
市大运会污染源排查清理数据库袁 将近万个污染源纳入
监管平台管理遥 利用监管平台进行网上监督袁开展大规模
现场环境稽查核实遥 全面铺开了对全市 15 类重点污染源
的清理和整治袁 对 9 614 项污染源进行了排查袁 排查厂
渊场冤25 386 次袁排查出需整改污染源 2 695 项袁并进行了
相应整改遥
大运会后各指标明显反弹袁可见大运环境整治是短期
行为袁红树林保护任重而道远遥 希望深圳湾红树林袁作为
不多见的城市中的红树林能够得到更好地保护袁 也希望
深圳这块土地上的绿色明珠能永远闪亮袁 达到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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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处理
实蝇克诱剂 1 倍
实蝇克诱剂 10 倍
实蝇克诱剂 20 倍
敌百虫诱剂 1 倍
粘剂野全年冶
清水渊CK冤

实蝇克诱杀实蝇对西瓜的保护作用

西瓜果实带虫率(%)
药后 7d
0.75b
1.00b
2.00b
2.50b
1.75b
9.25a

药后 14d
2.00c
2.75c
4.00b
4.50b
4.25b
15.25a

药后 21d
2.75c
3.75c
5.25b
6.00b
5.75b
21.25a

防治效果(%)
药后 42d
3.75c
4.75c
7.50b
9.25b
7.75b
24.50a

药后 7d

91.89a
89.19a
78.38ab
72.97b
81.08ab

药后 14d
86.89a
81.97a
73.77b
70.49b
72.13b

药后 21d

药后 42d

87.06a
82.35ab
75.29b
71.76b
72.94b

84.69a
80.61a
69.39b
62.24b
68.37b

注院表中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遥

以内袁药后 42 d 的防效可达 80%以上袁已基本可满足西瓜
生产实践的需要遥
平常所用诱剂袁往往要做成野能进不能出冶的诱捕器[10]袁
既借助诱集成分引诱实蝇钻进诱捕器中前来取食含农药
的饵料袁起到毒杀的作用曰同时袁更是保护饵料免受雨水
冲刷袁影响效果遥 本试验所用的实蝇克由于添加了高分子
稳定剂袁抗雨水冲刷能力明显提高袁诱集效果的发挥更加
持久遥 在本试验中袁我们直接将诱剂饵料放在敞口式诱食
器中袁节省制作诱捕器的工作量袁而且提高了实蝇接触饵
料的几率和取食量袁 但不排除部分实蝇取食后飞走存活
的可能袁如果做成捕食器是否会进一步提高诱捕量袁提高
防治效果钥 有待今后进一步试验遥 此外袁本试验考虑到生
产上保护试验田的经济不受损失袁采取了平常的尧较为稳
妥的每隔 7 d 更换一次诱剂的办法袁没有考虑供试的实蝇
克单次用药的持效期袁这可能会增加用药成本遥 这些都需
要今后进一步验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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