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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健康是国家耕地资源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文章归纳了中国耕地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及不健康类型,分析了导致耕地不健康的原因,提出了维护耕地健康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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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产田面积则达到 70%,大部分耕地的肥力状况

引言

不容乐观。 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土壤养分供应能力和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稳定,耕地作为国土资源的

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的有机质含量低于世界

精华,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最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水平的 43%。 东北地区的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严格保护耕地,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 。 目前,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 1. 3 万
亿斤以上的水平,粮食的有效供给逐步增加。 在实
现耕地高产稳产的同时,人们的需求由“ 吃得饱” 逐
渐转向“ 吃的好” ,耕地是否健康成为粮食安全的关
键。 一般认为健康的耕地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耕

土层在逐年变薄,有机质含量与开垦之初相比下降

了 4% - 7%。 此外中国耕地土壤结构性问题突出,
主要表现为耕层变浅,土壤板结。 全国有 65. 5% 的
监测点耕层厚度较浅,上海、江苏、广东等省( 市) 耕
层平均厚度低于 18 厘米,而适宜作物生长的耕层厚
度在 20 厘米以上。 有 25. 9%的监测点土壤容重大
于适宜作物生长的标准,土壤孔隙少、孔隙度小,板

地本体健康,即土壤能够维持良好的肥力和自净能

结现象较为严重,其中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

力;二是耕地作为作物生长的母体能支持作物全生

等省( 市) 土壤容重较高,容易导致土壤板结现象。

命周期健康生长,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三是耕地作

1. 2

为受体,能够抵抗外界水、肥、药、沉降物等的侵害;
四是耕地作为系统,在物质能量循环过程中不会产

耕地退化

1. 2. 1

土壤酸化

大部分的农作物适宜生长在 pH 为中性或者微

生对自然环境有害的物质。 耕地健康是人类健康的

酸性的土壤中,土壤中的钾、钙、镁等碱性盐基离子

根本保证,对耕地进行健康诊断,识别导致耕地不健

的大量流失会使土壤呈强酸性或极强酸性。 土壤酸

康的诱因,“ 对症下药” ,才能从源头上解决耕地不
健康的问题,提高耕地健康的活力,构建新时代的
“ 天下粮仓” 。

1

1. 1

中国耕地不健康类型诊断
耕地本底质量低
中国耕地地力偏低,平均质量等别为 9. 96 等,

其中,优等地的面积还不到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

化会加重土壤板结、使作物根系发育不良,肥料利用
率降低,作物长势差、免疫力降低。 土壤酸化还会导
致某些有害微生物在酸性条件下大量繁殖,病虫害
频发,造成作物产量下降、品质差。 目前中国种植水
稻、玉米、小麦的耕地有 70%出现土壤酸化,据 21 世
纪初调查,中国亚热带地区粮食作物种植土壤的平
均 pH 值已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5. 37 下降至 5. 14,

尤其是中国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壤酸化速度较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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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土壤盐碱化

土壤含盐量超过 3% 时会造成土壤盐碱化,盐

士,主要从事土地资源评价与利用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张小丹,博士

碱化的土壤会使作物出现生理干旱,严重时会导致

生,主要从事土地资源评价与利用规划等方面的研究。

作物脱水,土壤中的碱性盐过多,会降低铁、锰、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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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元素的有效性,同时影响作物根系的呼吸和养
分的吸收,抑制土壤微生物活性。 中国耕地有 5%

为盐碱耕地,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东北平原、西北
内陆地区及滨海地区。
1. 2. 3

水土流失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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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不健康诱因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耕地健康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平均每 3. 0 -

3. 5 年出现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洪涝、地震、

耕地水土流失一般多发生在坡耕地,在降水集

水土流失、病虫害等不仅造成农作物产量下降,还会

中的季节,容易汇成小型径流,又由于坡耕地的地势

导致耕地流失,质量下降。 目前中国灾害种类、危害

陡峭、坡面长,会加大降水径流的速度,侵蚀土壤,破

程度和受损面积在逐年增大。 例如汶川地震期间局

坏土壤耕作层。 中国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期以

部地区伴生了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导致耕

来毁林开荒、在陡坡进行不合理耕作,已成为世界上

地绝对量有所减少,此次地震造成 50. 46 万亩耕地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 水土流失和沙化的加剧,
造成耕地的生产力严重衰退。
1. 3

耕地污染

1. 3. 1

耕地无机污染

土壤中的无机污染物主要指镉、汞、砷、铜、铅、

铬、锌、镍 8 种元素,中国耕地重金属点位超标率增

遭到破坏,受灾耕地面积占 2007 年四川省耕地面积
的 0. 49%,受损土壤含水量和土壤孔隙度降低,土

壤氮素、磷素、速效钾和有机质含量明显低于未受损
的土壤,并且在短期内很难重新恢复。
2. 2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健康矛盾加剧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城镇

加至 21. 49%,五大粮食主产区的耕地重金属元素

化率从 17. 92%提高到 58. 52%;工业化方面也成为

最为显著,点位超标率从 1. 32%增至 17. 39%,20 多

在社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害物质也大量

污染问题也在逐年加剧。 其中镉污染比重增加趋势

世界制造大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 14. 6%。

年间增加了 16. 07%。 土壤重金属具有不易降解而

进入耕地生态系统,造成耕地不健康。 硫氧化物、氮

易于积累的特性,其浓度一旦超出土壤的缓冲过滤

氧化物等废气会快速散布到大气中,与水蒸气结合

的能力,就会转化为其他有害化合物,进入到地下水

形成酸雨,酸雨使土壤酸化,还会促使土壤中的钾、

和农作物中,通过食物链和水供给以有害浓度在人

钙、钠、铝等元素释放出来随雨水淋溶流失,使土壤

体内蓄积,危害人体健康。

日渐贫瘠,肥力降低。 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工矿排

1. 3. 2

放的固体废弃物等通常经过粗糙分拣被焚烧或填埋

耕地有机污染

耕地中的有机污染物包括六六六、滴滴涕、多环

芳烃等,中国耕地土壤中这 3 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
标率分别为 0. 5%、1. 9%、1. 4%。 耕地中的抗生素

超标也是耕地有机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机污染
物主要来源于有机类农药、工业“ 三废” 以及不合格

到土壤中。 废水会污染河流水系,中国 70% 的江河
水系都受到了污染,每年大约 3 800 亿立方米的农
业灌溉用水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被污染的江河湖
泊,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已达 3 250 万亩。
此外,废旧电池、废弃的电子产品等一些“ 高科技”

的有机肥,污染物进入土壤后,会破坏土壤的净化功

产品在降解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重金属和放射性物

能,残留在土壤中,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危及土壤

质。 如何权衡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健康可持

微生物的生存。 土壤有机污染物可直接和间接的进

续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入人体,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甚至诱发癌症等疾

2. 3

病。

利用方式不当损害耕地健康
黑龙江三江平原从 1975 年到 1990 年期间,沼

中国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在近 30 年来发展迅

泽面积占平原面积下降了 26%。 新中国成立初期

有中国特色的耕地“ 白色污染” ,成为了一种新型的

工程,但目前中国还有 6 500 万亩陡坡耕地、4 000

域,有近一半的农膜残留在土壤中。 白色污染会降

重水土流失,土壤中的有机质、养分元素等也随之流

低土壤的通透性,破坏土壤结构、抑制作物对水分和

失,地力下降。 由于长期无节制地开采地下水,以保

养分的吸收,造成农作物减产。

定、衡水、沧州等地区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区形成多个

速,但由于管理措施不严,残膜回收率低、造成了具
有机污染物。 新疆目前成为中国白色污染最严重区

部分地区开始毁林开荒造地,随后又启动退耕还林
多万亩严重沙化耕地在耕作,地表植被破坏,造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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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群,对土壤厚度及土体构型造成严重破坏,衍生

草甸土上开发。

出一系列次生灾害和环境地质问题。 中国农业生产

燕山太行山山前平原区选取了两个试点。 试点

过分依赖农药、化肥、除草剂等,造成土壤有机肥减

一是国家重要粮食主产区,总体来看,该地区大部分

少。 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

耕地健康状况良好。 南部一些地区土壤本身质地

4 倍,而农药用量每年高达 180 万吨,其中高毒农药

差,养分含量低,微生物活性不高。 还有一些零星地

占 70%,而有 2 / 3 的农药残留在土壤中,化肥农药的

块由于轻微的重金属污染、白色污染、农药残留导致

利用率低,造成土壤板结和污染,还会导致病虫害产

了耕地不健康。 试点二的耕地整体来看也都较为健

生抗药性。

康,没有污染、农药残留等问题,在西部和南部地区,

2. 4

土壤本身质地多为砂质,有机质含量偏低,导致耕地

制度不健全难以保障耕地健康
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次提出严

守 18 亿亩耕地保护的红线,但长期以来主要侧重对

耕地数量的保护,忽视了维持耕地健康可持续发展,
有关耕地质量和耕地健康的管护相对薄弱,缺乏对
影响耕地质量和耕地健康核心指标的调查监测与评

的蓄水保肥能力差。

4

4. 1

耕地“ 疾病” 防治对策
转变农业产业结构和利用方式
传统农业发展方式浪费和损害了大量的耕地,

价体系,难以掌握耕地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趋势以

农业产业结构和利用方式亟待升级,要扭转对耕地

及不健康隐患。 没有建立和完善耕地健康保护的约

“ 只用不养” 的观念,采取循环利用的种植结构,因

束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一些地方政府单纯追

地制宜地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

求当地经济发展,疏于对耕地的监管,耕地健康保护

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减少化肥、农药的用量,提

难以落到实处。

高利用效率,逐步实现农药、化肥用量零增长。 积极

3

开展耕地质量和健康提升的整治工作,注重综合治

耕地健康诊断案例分析

理,进行土壤修复改良、污染超标治理,改善土壤环

目前正在开展的《 全国耕地健康产能试点与技

境,完善田间基础设施,有效控制耕地酸化、盐碱化、

术体系完善》 项目已经初步构建了基于土壤污染调

水土流失、污染等问题。 对永久基本农田实施用途

查指标集和耕地健康评价补充指标集的耕地健康评

管制,优先保护高等级、无污染的永久基本农田;对

价指标体系,并已经在中国标准耕作制度二级区中

中低等级、有轻度污染存在的永久基本农田,要实行

选取了沿江平原区、松嫩平原区、燕山太行山山前平

安全利用,同时要加强在安全利用过程中的自然恢

原区进行了试点研究,评价了各试点耕地的健康状

复和耕地健康建设,例如增加有效土层厚度、提升土

况。

壤有机质含量、完善农田健康防护体系,减少农业生
沿江平原区某市是中国重要的稻米产区,由于

产过程中对耕地健康的损耗,逐步提高耕地健康水

其产业结构的影响,化工厂、陶瓷厂、琉璃瓦厂等数

平;对有中重度污染的永久基本农田要严格管控,直

量多,导致该地区的土壤污染问题严重,主要是土壤

至退出农业生产。 集中力量推进土地平整、土壤肥

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耕地恢复力下降,尤其是太湖

沃、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生态良好、抗灾

沿岸地区。 通过评价分析可知,该地土壤重金属超

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

标的主要元素是镉元素,耕地污染会使绝大多数的

保收、持续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发展优质

农产品品质下降,例如生产出“ 镉稻米” ,土壤污染

农产品提供健康的耕地资源基础。

也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据相关研究表
示当地稻米中含有 120 多种致癌物质。 松嫩平原区

4. 2

建立中国耕地健康监测预警机制
目前中国正在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

某市耕地健康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由于

在对国土资源利用类型和权属调查的基础上,应增

化肥农药过度施用、农膜残留等造成的土壤污染;二

加对土壤质量属性、健康水平方面的调查,例如将土

是耕地出现了退化现象,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偏低,此

壤微生物、农产品品质、土壤恢复力等指标,探索耕

外盐碱地面积在不断增加,其中旱地大约 65% 是沙

地健康调查和评价的技术方法,对典型区域进行试

化、 碱化、 盐化的中低产田,而水田一般在盐碱化

点研究,集成全国耕地健康评价指标评价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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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关标准和技术规程。 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耕地
健康监测网络和预警机制,尤其是在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这“ 两区” ,充实监测网

生物活性,增强耕地的“ 免疫力” 和“ 恢复力” 。

4. 4

加强建立耕地健康保护的法律制度

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修改和完善中国耕

点,保持对耕地质量、健康动态变化的常年有效监

地保护的相关条款,增加有关耕地质量、耕地污染和

控,定期对耕地做“ 体检” ,发布全国耕地质量和健

退化等与耕地健康相关的内容,为耕地健康保护提

康水平变化的信息,开展自上而下的耕地健康年度

供直接的法律依据。 建立完善的耕地健康保护绩效

监测成果更新与评价,做到“ 早预防、早治疗” ,指导

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上下联动,逐级落实耕地

优质健康的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切实履行

健康保护责任。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 中华人民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 的保护责任。

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国务院统一领导自然资

4. 3

推动土地科技创新发展

源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每十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

中国农业科技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

测土配方施肥、旱作节水、病虫害防治等技术,促进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这也将成为中国耕地健康
保护的重要法律依据。

了农业的高产稳产,科技创新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 呵护耕地健康、投资自然资本是关系中华
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科技创新工程。 目前中国农业
科技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
应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和补偿力度,建设专
业的科研队伍,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出台禁止和
鼓励措施,针对不同类型的耕地健康障碍因素,采取
相应的生物技术、工程措施等来提升耕地健康水平,
例如研究新型肥料、实现作物平衡施肥、加快农业生
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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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Problems and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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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ealth of cultivated land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afety of national cultivated land re-

sources and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and unhealthy typ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that lead to unhealthy cultivated lan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maintaining the health of cultivated land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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