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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田土壤盐碱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威胁之一ꎬ 为创建适应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农田水盐调控方法ꎬ
在总结农田盐分来源及其累积动力特征的基础上ꎬ 从土壤盐分影响土壤供养能力和作物生产能力两大方面ꎬ 分析

土壤盐分对土壤￣作物系统功能的影响途径ꎬ 明确农田水盐高效调控方向ꎮ 根据不同时代的治盐理念ꎬ 将水盐调控

发展历程分成 ４ 个阶段ꎬ 以抑制盐碱胁迫对土壤和作物的危害为切入点ꎬ 解析水利措施、 化学措施、 生物措施和农

艺措施的作用特点和调控目标及适用范围ꎮ 根据现代农业绿色发展与提质增效需求ꎬ 凝练盐碱胁迫农田控害增效

水盐调控理念ꎬ 提出水盐调控策略ꎬ 即调控根际水盐传输动力特征ꎬ 重构农田水盐分布空间格局ꎬ 提升农业改土

促生措施功效ꎻ 指出农田控害增效水盐调控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ꎬ 总结了创新水盐调控理论有待深入研究的基础

科学问题ꎬ 以期为盐碱胁迫农田绿色、 高效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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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碱化是全球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１]ꎮ 中国作为受土壤盐碱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国

家之一ꎬ 现有盐碱土地约 ２ ７００ 万 ｈｍ２ꎬ 占全国中低产田面积的 １３. ７％ [２]ꎮ 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壤盐碱

化问题尤为突出ꎬ 如西北旱区盐碱化耕地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 １５％ ꎬ 新疆更是被喻为世界盐碱地博物馆ꎬ
其盐碱化耕地约 ２３３ 万 ｈｍ２ꎬ 占耕地面积的 ３７. ７％ [３]ꎮ 中国受盐碱胁迫影响的农田面积大、 类型多、 分布广

和危害重ꎬ 并伴随着淡水资源短缺、 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ꎬ 直接影响着重要粮食、 棉花、 瓜果

等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可持续发展ꎬ 威胁粮食安全、 土地安全和生态安全ꎬ 影响脱贫攻坚计划与乡村振兴计划

的实施[３￣４]ꎮ
目前ꎬ 农田水盐调控研究主要集中在根据地域(如新疆、 河套平原等)特点分类治理[３ꎬ５] 与农业开发利

用[４]等方面ꎬ 相关领域已取得了许多成就ꎬ 但在盐碱地水盐调控的可持续性方面仍存在不足[４]ꎮ 近年来ꎬ
随着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的增强ꎬ 农业生产不仅要满足人类对农产品数量及质量的需求ꎬ 还要求提高农业生

产资料循环利用率和改善生态环境ꎬ 从而构建绿色、 高效、 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ꎮ 对盐碱化地区而言ꎬ 农

业生产与水土资源高效、 可持续利用是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ꎬ 只有协调农业生产与土地盐碱化防

治之间关系才能提升水土资源利用效率ꎬ 实现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ꎮ 因此ꎬ 明晰土壤盐分累积动态特征以

及各种调控措施的特点ꎬ 阐明各种改良措施作用功效ꎬ 将高效节水灌溉、 灌溉水质调控、 土壤改良、 科学施

肥和光能利用效率提升等技术有机结合ꎬ 并与农业水土肥高效利用模式相融合ꎬ 才能科学治理盐碱化土地和

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ꎬ 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６]ꎮ

１　 农田土壤盐分累积及其对土壤￣作物系统功能的影响

中国盐碱土主要分布在华北、 东北、 西北及滨海地区[４]ꎮ 近年来ꎬ 随着设施农业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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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业的快速发展ꎬ 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农田盐碱化问题已逐渐显露ꎮ 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等影响下ꎬ 中国部

分地区(如新疆)的盐碱化、 次生盐碱化耕地面积呈现增加趋势[３]ꎮ

１. １　 农田盐分累积特征

农田盐分主要来源于含盐的土壤母质以及潜水蒸发、 农田灌溉和施肥、 地表水体渗漏带入的盐分ꎮ 北方

地区已开发利用的农田盐分主要来源于土壤中残余的盐分以及固有或临时的地下水ꎻ 滨海地区的土壤盐分主

要来源于海水入侵引起的地下水ꎻ 设施农业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区的土壤盐分主要来源于灌溉、 施肥带入

的可溶性盐分ꎮ
由于盐分来源不同ꎬ 土壤盐分的累积特征及化学组成存在差异ꎮ 潜水蒸发是引发土壤盐碱化的主要原

因ꎬ 盐分累积强度取决于大气蒸发能力、 土壤导水能力、 地下水埋深和矿化度等[２]ꎮ 对地下水埋深较浅的

农田ꎬ 随着土壤质地由轻变重ꎬ 土壤盐分累积量逐渐降低ꎮ 若土壤剖面存在(黏土或沙土)夹层ꎬ 可减缓可

溶性盐随毛管上升水向表土的迁移、 累积过程ꎻ 随着夹层厚度增加和夹层埋深降低ꎬ 其控制盐分累积的效果

愈明显[７]ꎮ 设施农业土壤盐碱化类型和程度与其施加的化肥类型和灌溉水水质及数量有关ꎮ 此外ꎬ 土壤盐

分累积过程可利用具有物理意义的动力模型和经验公式进行评估[２]ꎮ

１. ２　 农田盐分对土壤￣作物系统功能的影响

为评估农田盐分对土壤￣作物系统的影响ꎬ 可将其危害概括为影响土壤供养能力和作物生产能力 ２ 个方面ꎮ

１. ２. １　 盐分对土壤供养能力的影响

当可溶性盐分进入土壤ꎬ 与土壤固体颗粒和溶液中化学物质发生物理、 化学及生物作用ꎬ 改变了土壤理

化性质和供养能力ꎮ 如土壤胶体吸附的交换性 Ｎａ ＋ 含量过高时ꎬ Ｎａ ＋ 置换土壤中的 Ｃａ２ ＋ 和 Ｍｇ２ ＋ ꎬ 使土壤团

粒结构分散膨胀ꎬ 引起细小颗粒在大孔隙中发生运动和沉淀ꎬ 使得导水孔隙阻塞ꎬ 大孔隙比例下降ꎬ 小孔隙

数量增加ꎬ 致使土壤导水、 导气能力下降[８]ꎮ 土壤孔隙分布状况的改变和土壤溶液浓度的升高ꎬ 使土壤基

质势和溶质势降低ꎮ 同时ꎬ 团粒结构的破坏改变了土壤水气传输通道ꎬ 增加了孔隙弯曲性和物质传输路径ꎬ
土壤气体与近地面大气之间气体交换数量和速率下降ꎬ 直接影响土壤气体更新能力ꎻ 随着土壤溶液盐分浓度

增加ꎬ 土壤氧气含量和溶解氧数量降低ꎬ 甚至在土壤中形成厌氧环境ꎮ 由于土壤 ｐＨ 值增加和好氧微生物活

动受限ꎬ 土壤中矿质营养元素的形态、 矿质化数量与速度受到抑制ꎬ 无法满足作物生长对必需营养元素的需

求ꎮ 另外ꎬ 土壤结构破坏使土壤对有机物质的吸附和保存能力下降ꎬ 加速了有机碳的矿化ꎬ 造成土壤肥力降

低ꎮ 此外ꎬ 进入土壤中的 Ｎａ ＋ 、 Ｃｌ － 、 ＳＯ２
４ 等产生累积效应ꎬ 引起土壤中 Ｋ ＋ 、 ＮＯ －

３ 等养分离子缺乏ꎬ 以及

土壤 ｐＨ 值升高引发磷元素被土壤固定、 转化形成无效磷ꎬ 导致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不平衡[９￣１１]ꎮ 土壤

盐分的增加改变了土壤孔隙分布、 土壤物质传输通道、 土壤水能量状况、 土壤氧气更新速率、 土壤养分转化

与形态、 土壤供养速率与数量等ꎬ 导致土壤向作物提供营养元素的动力、 路径、 速率和状态发生变化ꎬ 降低

了土壤向作物提供必需营养元素的能力ꎮ 另外ꎬ 盐分对土壤供养能力的影响可从 ３ 个方面定量分析: 土壤水

分能量状况、 土壤传输养分能力和氧气更新速率ꎮ 土壤水分能量主要考虑影响基质势和溶质势ꎬ 土壤传输养

分能力及氧气更新速率可依据土壤水、 溶质和气体传输动力模型定量评价ꎮ

１. ２. ２　 盐分对作物生产能力的影响

生物量形成过程实质上是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ꎮ 因此ꎬ 作物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

气孔行为及光合作用器官数量等ꎮ 盐胁迫引起植物叶片的气孔关闭ꎬ 造成气孔导度减小、 蒸腾速率及细胞间

ＣＯ２浓度下降、 ＰＳⅡ反应中心活性减弱ꎬ 导致植物受到光抑制、 净光合速率降低[１２￣１３]ꎮ 另一方面ꎬ 光合作用

的主要载体是叶绿素ꎬ 叶绿素在酶的催化作用下将 ＣＯ２与 Ｈ２Ｏ 合成为碳水化合物ꎬ 光合作用的强度和效率

取决于叶绿素数量、 光合作用所需要的原料、 能量和酶活性ꎮ Ｆｅ２ ＋ 是叶绿素形成的主要元素之一ꎬ 盐碱土壤

中铁离子以 Ｆｅ３ ＋ 存在ꎬ 叶绿素形成数量和速度受到影响ꎮ 盐胁迫也使叶绿体重类囊膜成分与微结构发生变

化ꎬ 破坏了膜的光合特性ꎮ 同时ꎬ 光合作用所需要的水分来源于土壤ꎬ 由于盐碱胁迫下的土壤溶质势和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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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改变ꎬ 降低了根系吸收和传导水分、 养分的速率ꎮ 光合作用所需要的能量来源于作物呼吸ꎬ 而盐碱胁迫土

壤的气态氧和溶解氧浓度下降ꎬ 影响了光合作用所需的能量供给ꎬ 导致光合效率下降ꎮ 此外ꎬ 根区盐分离子

破坏植物细胞内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活性ꎬ 造成植物生理代谢紊乱ꎻ 土壤中盐分离子的存在增大了土壤溶液

渗透压ꎬ 导致根系表面的细胞膜透性增加ꎬ 抑制了植物根系吸取土壤水分、 养分的能力ꎮ 最后ꎬ 盐碱胁迫抑

制植物组织和器官的生长、 加速了植物发育进程ꎬ 使其营养生长期和开花期缩短ꎬ 影响了作物产量和品

质[１４￣１５]ꎮ 特定土壤水盐环境下ꎬ 不同气候条件和作物类型对盐碱胁迫的反应程度不同ꎬ 可利用盐分胁迫系

数[１６]来综合定量表征盐分对作物根系吸收及生长过程的影响ꎮ

２　 农田水盐调控措施作用特点

２. １　 农田水盐调控发展历程

农田水盐调控是随着人类对粮食等农产品需求量增加、 并伴随着灌溉农业发展而产生的[１７￣２０]ꎬ 纵观农

田盐分调控发展历程及其特征ꎬ 依据土壤水盐调控理念ꎬ 大体可分为 ４ 个阶段ꎮ
第 １ 个阶段称为大水压盐阶段ꎮ １９４０ 年以前ꎬ 以淡化土壤盐分浓度为理念ꎬ 采取大水灌溉驱赶根区盐

分方式ꎬ 在满足作物对水分需求的同时ꎬ 淋洗和稀释土壤盐分ꎮ 但由于灌水量大ꎬ 导致地下水位上升ꎬ 加剧

了土壤盐碱化发生速度和程度ꎬ 提示人们需要采取灌排结合方法ꎬ 才能实现农作物稳产高产ꎮ 在此阶段ꎬ 一

些盐碱土壤种植水稻等农作物ꎬ 出现了生物改良技术ꎮ
第 ２ 个阶段为灌排除盐阶段ꎮ １９４０—２０００ 年期间ꎬ 随着胡可定理为代表的排水理论的诞生与发展ꎬ 以

排除根区盐分和控制盐分来源为盐碱调控理念ꎬ 开启了排水技术大面积应用时代ꎮ 以灌排措施为主ꎬ 并逐步

与生物、 化学、 农艺措施有机结合ꎬ 在排除土壤盐分的同时改善了土壤质量ꎬ 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大面积盐碱

化土壤得到有效改良[２１￣２２]ꎮ
第 ３ 个阶段为节水抑盐阶段ꎮ ２０００ 年至今ꎬ 随着淡水资源短缺和农业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ꎬ 迫切

需要发展节水型农业生产方式ꎬ 这就需要革新治盐理念ꎬ 发展新型农田水盐调控模式ꎮ 以土壤盐分与作物生

长和谐共处为理念ꎬ 将抑制土壤盐碱胁迫与作物水分高效利用有机融合ꎬ 发展了以膜下滴灌开发利用盐碱地

和土壤次生盐碱化防治技术为代表的节水抑盐型水盐调控方法[１９￣２０]ꎬ 并与生物、 农艺、 化学等改良措施结

合ꎬ 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ꎬ 推动了节水型农业现代化进程ꎮ
第 ４ 个阶段为控害增效阶段ꎮ 近年来ꎬ 随着人口增长和对粮食需求的增加、 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及可

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ꎬ 农田水盐调控逐渐进入控害增效阶段ꎮ 农业生产不仅要满足人类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

的需求ꎬ 而且要提高农业生产资料循环利用率和改善生态环境ꎬ 构建绿色、 高效、 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ꎬ

图 １　 水盐调控措施作用机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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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和盐碱胁迫土地可持续利用ꎮ

２. ２　 农田水盐调控措施作用特点

通过前人大量研究、 实践ꎬ 目前已形成、 发展了不同类型

和功能的盐碱胁迫农田水盐调控方法ꎬ 包括水利措施、 化学措

施、 生物措施和农艺措施ꎬ 各种措施的调控途径和作用机理不

同(图 １)ꎮ
(１) 水利措施ꎮ 水利措施的核心是控制土壤盐分来源和排

除土壤已有盐分ꎬ 促进作物生长ꎬ 进而增加土壤有机质ꎬ 改善

土壤结构ꎮ 对地下水位较浅的地区和重度盐碱化农田ꎬ 应采用

排水措施[２３￣２５]ꎬ 田间较合理的明沟间距通常为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ꎬ 沟

深为 ２ ５ ~ ３. ０ ｍꎬ 控制地下水位在 ２ ｍ 以下ꎮ 但随着淡水资源

短缺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出现ꎬ 需要改良水利措施ꎬ 将农田

排水与弃水处理技术有机结合ꎬ 发展绿色水利改良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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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化学措施ꎮ 化学改良措施的本质是通过施加化学物质(见表 １)降低土壤中有毒害作用的盐离子(如
Ｎａ ＋ )、 调节土壤 ｐＨ 及养分、 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ꎮ 主要通过施加富含 Ｃａ２ ＋ 、 Ｍｇ２ ＋ 元素的石膏等ꎬ 置

换土壤胶体吸附的交换性 Ｎａ ＋ ꎻ 施加含有酸碱缓冲作用的化学物质(硫酸亚铁、 磷矿石等)ꎬ 调节土壤 ｐＨꎻ
施加具有巨大表面积、 复杂分子结构的化学物质(有机炭、 ＰＡＭ 等)ꎬ 既具有吸附和固定 Ｎａ ＋ 功效ꎬ 又有利

于促进团粒结构的形成ꎬ 降低土壤容重[２６￣２８]ꎮ 近年来ꎬ 具有改良土壤结构、 增进土壤养分功效、 提高作物

抗逆性以及改善作物品质、 环境污染小等优点的腐植酸类肥料被广泛应用ꎮ 但施加各类可溶性化学物质可能

存在降低土壤溶质势和引发土壤污染的风险ꎮ 对轻度、 中度盐碱化农田ꎬ 化学措施与灌溉技术结合会取得显

著效果ꎻ 对重度盐碱化农田ꎬ 化学措施需配合水利措施ꎮ

表 １　 常见化学改良剂的田间施用模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化学改良剂 施用时间 施用方式 适宜施量 / (ｋｇｈｍ － ２)

石膏 播前 干施 ４ ２００ ~ ４ ５００

硫磺 播前 干施 ５００ ~ ８００

硫酸亚铁 播前 干施 　 ７５０ ~ １ １２５

腐殖酸 播前 混施 ３０ ~ １５０

　 　 (３) 生物措施ꎮ 生物措施的实质是种植耐盐碱植物以减少土面蒸发及返盐ꎬ 通过植物根系吸收部分土壤

盐分并在收获后移走地上部ꎬ 以降低土壤盐碱程度ꎮ 如在新疆膜下滴灌棉田间作碱蓬和盐角草ꎬ 显著提高了

土壤脱盐率(２６％和 １３％ )、 有效增加了 Ｋ ＋ / Ｎａ ＋ 并降低了 Ｃｌ － 含量ꎬ 促进了土壤容重下降及孔隙度增加ꎬ 有

助于棉花增产[２９]ꎮ 一些地区(如内蒙古)采用耐盐性牧草和作物轮作方式ꎬ 培育土壤肥力和改善土壤结构ꎬ
实现盐碱化土壤改良的目的ꎮ 此外ꎬ 生物技术可与微生物技术结合ꎬ 将改善土壤结构与提升微生物活性有机

融合ꎬ 为作物生长创造良好土壤环境[３０]ꎮ 该措施适用范围广ꎬ 但需要根据土壤盐碱化程度和植物耐盐性与

其他改良措施结合应用ꎮ
(４)农艺措施ꎮ 农艺措施包括地面覆盖[２０]、 农田中耕、 重构土壤层次构型[７]、 秸秆还田[３１]、 掺沙[３２]、

作物轮作与混作、 休耕、 配施有机肥和无机肥[３０]等ꎮ 这些措施具有控制盐分向根区累积、 增加土壤有机质、
改善土壤质地与结构、 提高土壤肥力、 促进作物生长的作用ꎮ 该措施通常与水利、 化学和生物措施结合

应用ꎮ
不同措施的适用条件和作用功效存在差异ꎬ 需要多措施综合应用[３３]ꎮ 对重度盐碱化农田ꎬ 建议将排水

措施与灌溉洗盐、 化学改良、 地面覆盖和生物技术结合应用ꎻ 对中度盐碱化农田ꎬ 可将灌溉洗盐、 化学改

良、 地面覆盖和生物技术结合应用ꎻ 对轻度盐碱化农田ꎬ 建议将灌溉控盐、 地面覆盖和耕作结合应用ꎮ

３　 农田水盐控害增效调控关键技术

农田水盐控害增效调控是指有利于土地质量改善和作物健康生长、 对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不构成威

胁、 促进农业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盐调控方法ꎮ

３. １　 调控理念

盐分主要从土壤供养能力与作物生产能力 ２ 个方面影响土壤￣作物系统功能ꎬ 需从土壤盐分累积特征、
危害途径与程度及其治理措施的作用效能入手ꎬ 创新盐碱化土地治理模式ꎮ 综合考虑土壤盐分累积特征、 危

害途径和调控措施效能ꎬ 以“提升土地生产能力ꎬ 促进作物健康生长ꎬ 协同生态环境效应”作为盐分控害增

效调控理念ꎮ 通过调控根际水盐传输动力特征、 重构农田水盐分布空间格局、 提升农业改土促生措施功效等

方式ꎬ 创建盐碱胁迫农业生态系统水盐调控技术体系ꎬ 具体如图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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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水盐调控理念与技术体系

Ｆｉｇ. 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 ２　 调控关键技术

以“绿色、 高效、 可持续”调控为出发点ꎬ 创新与优化调控措施的功能ꎬ 构建根际—农田—区域(灌区)
不同尺度控制盐分危害、 改善土地质量和促进作物生长的调控模式ꎬ 需重点解决如下关键技术问题ꎮ

３. ２. １　 根际尺度控害促生技术

以改善作物根区土壤环境为主要任务ꎬ 发展提高土壤供肥能力和根系吸收养分能力ꎬ 促进作物生长的改

良技术ꎮ
(１) 改土控盐促生的化学与生物和微生物技术ꎮ 研究和开发促进土壤盐分淋洗和有害离子形成络合物和

螯合物、 养分存储和供给能力的化学和微生物技术ꎬ 如研发腐殖酸类生物刺激素、 生物炭纳米化改性、 盐碱

地耐盐促生菌等生物技术ꎬ 降低盐分对土壤和作物的危害ꎬ 提升有益微生物和酶的活性ꎬ 提高养分转化与利

用效率ꎬ 改善土壤结构和供水供肥供能能力ꎮ 同时ꎬ 强化耐盐植物培育ꎬ 通过种植耐盐性高的植物ꎬ 合理配

施微生物有机肥和绿色有机肥及秸秆还田(５０％生物量)ꎬ 发展有效控制盐分危害与提升地力的作物栽培模

式ꎬ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改善土壤结构ꎬ 降低盐分对土壤结构和作物生长的危害ꎮ
(２) 水肥电磁气一体促生抑盐控污技术ꎮ 采用活化灌溉水(磁化、 去电子、 增氧等)技术、 节水灌溉(滴

灌和微喷灌等)技术与施肥技术有机结合ꎬ 在调控根区盐分的同时为作物生长提供适宜的土壤水分、 养分环

境ꎬ 通过水肥耦合效应缓解盐胁迫对作物生长的不利影响ꎮ 采取科学的水肥盐调控措施(如间歇施肥驱盐技

术)ꎬ 将土壤盐分控制在主根区以外ꎬ 将养分施加在主根区中部ꎬ 以减少养分挥发和深层渗漏损失ꎬ 减少土

壤温室气体排放和 Ｎ、 Ｐ 等对地下水污染ꎮ 同时ꎬ 强化氨基酸等绿色肥料研发与应用ꎬ 将有机肥与无机肥、
大量营养元素(Ｎ、 Ｐ、 Ｋ)与中、 微量元素(Ｆｅ、 Ｍｇ、 Ｚｎ、 Ｍｎ 等)合理配施ꎬ 促进土壤供水、 供肥和供能能

力提升ꎬ 提高作物光合效率和水肥生产效率ꎮ

３. ２. ２　 田间尺度控害增效技术

以抑制田间盐分累积及危害为出发点ꎬ 创造适宜作物生长的农田水土环境ꎬ 促进农田水、 气更新效率ꎬ
提高水肥利用效率ꎮ

(１) 控蒸抑盐绿色地面覆盖技术ꎮ 地面覆盖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控制土面蒸发和改善根区土壤水盐热环境

的重要手段ꎬ 强化秸秆熟化与覆盖技术研究与应用ꎬ 接种生物菌剂进行秸秆好氧堆肥快速还田ꎮ 在控制根区

盐分累积的同时ꎬ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ꎬ 实现根区土壤质量提升与控制盐分累积双重目标ꎮ 研发可降解薄

膜ꎬ 改进现有薄膜回收利用技术ꎬ 大力提升薄膜控蒸抑盐提温等功效ꎬ 提出干旱半干旱地区农田适宜的耕作

与覆盖模式ꎬ 为作物生长创造良好的农田水、 肥、 气、 热、 盐环境ꎮ
(２) 降盐补氧排水技术和排水再利用技术ꎮ 在农业绿色发展背景下ꎬ 农田排水系统不仅需要满足控制地

下水与排除土壤盐分的要求ꎬ 而且可在作物生育期为根区提供氧气ꎬ 促进盐渍地区作物根区的气体更新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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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暗管排水补气系统水气耦合传输特征的基础上ꎬ 开发排水 补气一体化暗管系统ꎮ 同时加强农田排水再

利用技术的研发ꎬ 发展绿色能源驱动的咸水处理技术(如膜技术、 纳米材料吸附技术等)ꎬ 控制农田排水对

下游水体污染ꎮ 在滨海或排水不畅区域ꎬ 发展井排井灌与增氧结合技术ꎬ 促进根区土壤气体更新和提升微生

物活力及根系吸收能力ꎮ 在干旱荒漠地区ꎬ 可将农田排水作为生态用水ꎬ 用于改善荒漠区的生态环境ꎮ

３. ２. ３　 区域或灌区尺度

通过综合调控区域或灌区水盐传输与转化过程ꎬ 优化区域“四水”转化动力与阈值ꎬ 降低盐分累积风险

和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ꎬ 发展区域水、 土、 盐、 作物精准管理与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方法ꎬ 促进农业生产与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ꎮ
(１) 区域或灌区大气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联控技术ꎮ 在区域尺度上ꎬ 根据土壤盐分淋洗与累积动

力机制和主控因子以及水资源状况ꎬ 明确区域地下水对盐分输送功能和区域内“四水”转化特征ꎬ 建立“四
水”互作的作物生育期和非生育期土壤盐分调控方式ꎮ 在生育期内ꎬ 对降雨量较小地区ꎬ 利用物理、 化学方

法创造根区下部水分零通量面ꎬ 控制地下水向土壤输送盐分ꎬ 并通过适量灌溉将根区盐分淋洗至根系层以

下ꎬ 避免过量灌溉引发地下水位的上升问题ꎻ 对降雨量较多地区ꎬ 将降雨与灌溉淋盐及排水技术有机结合ꎬ
降低区域地下水提升风险ꎮ 在非生育期ꎬ 将地表水灌溉淋盐和地下水位调控有机结合ꎬ 在确保地下水控制在

安全深度的基础上ꎬ 将盐分输送到潜水中ꎬ 避免大水压盐与地下水位提升之间恶性循环ꎮ 为有效控制区域排

水对水环境污染ꎬ 建设区域降盐性湿地或农业生态保护区ꎬ 发挥河流、 湖泊、 草地、 林地、 荒地或沙漠区的

储盐功能ꎬ 发展绿色能源驱动的农田排水降盐技术、 旱区植被生态用水调控技术ꎬ 实现区域排水资源高效、
安全利用ꎮ

(２) 区域或灌区物质与能量精准监测与智能管理技术ꎮ 为实现区域水盐绿色、 高效、 精准调控ꎬ 构建区

域大气￣土壤￣地下水￣作物系统的特征指标智能监测系统ꎬ 研发农业生态系统水、 肥、 气、 热、 盐、 光等要

素的精确而快速测定设备ꎬ 以及适应不同情形下大气￣土壤￣地下水￣作物系统物质和能量传输与转化预测分

析系统ꎮ 明确典型气候、 土壤、 地下水、 盐分类型、 种植模式和灌排方式下ꎬ 相关生态单元的水分、 盐分、
养分、 氧气和温度的适宜范围和临界阈值ꎬ 发展综合评价区域内及区域间调水工程对区域或灌区水盐传输与

分布作用效应评价方法ꎬ 创建高效、 精准的区域物质传输与能量转化的智能化管理模式ꎬ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

态环境效益最大化ꎮ

４　 结论与展望

经过前人不懈创新和实践ꎬ 目前已发展了不同类型和功能的盐碱胁迫农田水盐调控方法ꎬ 为盐碱胁迫农

田水盐控害增效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有效方法ꎮ 为发展绿色、 精准、 高效的盐碱胁迫农田土壤环境

调控模式ꎬ 仍需要强化如下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ꎮ
(１) 根际尺度ꎮ 系统解析土壤盐碱胁迫对作物生产能力和土壤供养能力限制的关键过程和主导因子ꎬ 构

建综合考虑土壤水、 肥、 气、 热、 盐胁迫的根系吸水吸肥模型ꎬ 为发展适宜的作物生境绿色调控方法指明方

向ꎻ 深入研究盐碱环境下微生物生存条件与活性ꎬ 发展有益生物菌生存的适宜土壤环境构建方法ꎻ 研究土壤

中气态氧和溶解氧相互转化机制及其消减过程ꎬ 创建土壤氧快速更新的理论ꎬ 阐明生物刺激素控盐促生机

制ꎬ 提出考虑微生物作用和土壤供养能力为一体的土壤质量综合评价方法ꎻ 系统研究不同类型盐碱化土壤中

矿质营养元素供应能力与作物需求间关系ꎬ 阐明土壤￣作物系统电子转移的作用机制ꎬ 明确控制电子转移的

主导因子ꎬ 提出强化土壤￣作物系统电子转移及提升土壤供养能力和作物生产能力的方法ꎮ
(２) 田间尺度ꎮ 系统研究活化水灌溉提升土地生产力和促进作物生长的内在机制ꎬ 发展活化水灌溉与化

学措施和农艺措施耦合营造作物适应生境的方法ꎻ 创新接种生物菌剂进行农业废弃物好氧堆肥理论与方法ꎬ
发展适宜田间大规模应用的秸秆堆肥与快速还田技术ꎬ 明确土壤供肥能力与人工调控作用效能ꎻ 阐明不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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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和土壤条件下的灌排方式、 施肥模式、 种植及耕作模式、 地下水及作物病虫害防治等调控方法的控盐促生

作用功效ꎬ 提出农田水、 土、 光、 热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控制方法ꎮ
(３) 区域或灌区尺度ꎮ 系统研究水利措施、 化学措施、 生物措施和农艺措施耦合作用效果与适用性ꎬ 发

展定量优化水利措施、 化学措施、 生物措施和农艺措施耦合作用的区域水盐绿色调控方法ꎻ 创建综合考虑土

壤环境要素(水、 肥、 氧、 热、 盐等)和气象要素作用效能的区域通用作物生长模型ꎬ 为区域盐碱胁迫作物

生境的精准调控与数字农业发展提供有效方法ꎻ 系统研究区域或灌区内河湖、 湿地、 草地、 林地、 荒地与农

田间的水盐交换机制ꎬ 提出基于区域水体和土地安全的灌区排水排盐控制标准与评估方法ꎬ 构建区域或灌区

水盐调控与水体质量及生态用水的实时预报与预警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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