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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土壤样本的采集、处理及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一、土壤样本的采集、处理 

    土壤分析工作是利用少量分析样品来说明整体状况的，所以土壤样品的采集是土壤分析

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关系到分析结果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的一个先决条件。

所采集土壤样品的各种性质应能 大限度地反映其所代表的区域或田块的实际情况，即采样

的土壤样品必须具有代表性，并根据分析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采样和处理方法。 

（一）土壤样品的采集 

 1、土壤剖面样品    

土壤剖面样品是研究土壤类型及其生长发育的。这类样品的采集需根据地形、植被、土

壤类型等选定取样点，挖掘剖面，然后按照土壤发育层次自下而上逐层采集分析样品。研究

一个土壤类型，需采 3-5 个重复剖面样品。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选挖一个 1m×1.5m (或 1m×2m)的长方形土坑。观察面应垂直、向阳，与观察面相

对应的一面挖上，下坑的台阶，挖出的表土与心土分别放在土坑的两侧。土层的深度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一般要求达到母质或地下水即可，大多在 1-2m 之间。 

（2）根据土壤剖面的颜色、结构、质地、松紧度、湿度、植物根系分布等自上而下的划

分土层，进行仔细观察，描述记载于剖面记载本内。 

（3）自上而下的采取土样放入布袋或塑料袋内，一般采取 1kg 左右，土袋内外应附上标

签，写明采集地点，剖面号数，土层深度，采集日期和采集人等。 

 如果采集盐碱土剖面样品，研究盐分在剖面中的分布和变动时，则结合发育层次采样，

并按 0-2cm,2-5cm,5-10cm,10-20cm,20-30cm,30-50cm,50-70cm,70-100cm 等层次采集分析

样品。盐结皮应另采。一般挖至地下水，对地下水的采集需将所采之水样装入玻璃瓶或塑料

瓶中，塞紧瓶口，瓶外需拴两个标签，注明剖面号码及采样地点等。 

 2．耕层混合样品    

耕层混合样品是为了了解植物生长期间，土壤耕层养分的供应和分布状况，为合理施肥

提供依据。 

(1)采样要求。在采样时，要求土样有代表性，因此需多点取样，充分混合，布点均一，

混合样品的取样数量应根据试验区的面积以及地力是否均 而定，通常为 5-20 个点，采样

深度只需耕作层土壤 0-20cm, 多采到犁底层的土壤，对作物根系较深的，可适当增加采样

深度。 

    由于样点很多，所采土量往往很大，需用四分法充土，即把所采之多点土样，放在干净

的塑料布上，捏碎混合均 后成圆形或方形。中间划一十字，然后按对角线去掉两份。如果

土量仍多，可按上法再次弃土，直至保留 1kg 左右土样为止。 

 (2)采样方法。根据地形，样点数量和地力均 程度布置采样点。面积不大，比较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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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对角线取样法；面积较大，形状方正，肥力不 的地块多采用蛇形取样法（折层取样

法），见图实 1-3 所示。 

    样点选好后，先清除地面的植物残体，然后用土钻或小铁铲取土，土钻取土应垂直向下，

直至规定的深度。干燥、粘重的土壤一次取不完可分次采取。用小铁铲取土，应挖一个一铲

宽和 20cm 深的小坑，坑壁一面修光，然后从光面用小铲切下约 1cm 厚的土片（土片厚度上

下应一致）。然后集中起来，混合均 ，量多时可用四分法弃去。放入布袋或塑料袋，写好

标签，与土壤剖面样品标签内容相同。 

 3、土壤物理性状样品   研究土壤物理性质而进行土壤样品测定，则应保持原状。如采

集土壤结构的分析样品时，应注意土壤的湿度，不宜过干或过湿， 好在不粘铲的情况下采

取，如测定土壤容重和孔隙度等物理性质，其样品可直接用定容取土器在各层中取样。取样

时，应保持土块不受挤压，不使样品变形，并需剥去土块外面直接与土铲接触而变形部分，

保持原状土样，然后将所取样品放入铝盒或普通饭盒中写好标签带回。 

  （二）土壤样品的处理 

 1．取样及编号    

将田间取回原始样品，仔细核对后，编好分析号码。如 2002001，2002 表示 2002 年，

001 为 2002 年的第一个样品，然后依次编入。 

 2．风干及处理    

将核对好的土样放在干净纸上，捏碎大土块，摊成 2cm 厚土层，进行风干。风干期间必

须注意防尘，避免直接曝晒。土样风干后，进行处理，其方法如下： 

 （1）需长期保存的土样，将一半保持原样（土块小于黄豆粒大），装入广口瓶密封，贴

好标签。 

 （2）另一半土样若含石砾、石灰结核较多，应先称出土样总重，然后挑出石砾等，称

其质量，并计算其百分含量： 

 特殊物=（特殊物质质量／土样质量）×100% 

 若特殊物质量分数少，可忽略不计。  

（3）样品在挑出石砾等后，还需将肉眼能看到的植物残体及其他有机物细心挑出。 

 （4）根据测定项目要求将土样全部通过一定孔径的筛子： 

土筛号          土筛孔径（mm）               测定项目 

10               2.0                       盐碱土 

18               1.0                       粘粒、代换量、pH 值 

35               0.5                       速效磷、氮、钾 

60               0.25                      碳酸盐 

100              0.149                     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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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49mm 土样，是由通过 1mm 筛孔的土样铺成铺层，划成许多方格，用骨匙多点

取样后（约 20g）在玛瑙钵中小心研磨后，全部过 0.149mm 孔径土筛。 

 （6）测定硝态氮、铵态氮、亚铁等项目的样品要尽快处理， 好采用新鲜样品进行测

定，尤其是水稻土。采用新鲜样品测定时，要将样品充分混 、捏碎。 好通过 6mm 筛孔，

水稻土、下湿土可在采样后直接混 测定。 

 3.样品的存放    

处理好的土样，需妥善存放，其方法如下： 

 （1）一般将样品装入磨口广口瓶中。 

 （2）瓶内外均有铅笔写的标签。标签上应有编号、采样地点、处理方法、深度（部位）、

采样日期、采样人、筛孔孔径等。 

 （3）编号次序写在记录本上。 

 （4）样品放在干燥、阳光晒不到的地方。 

 

二、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一)土壤吸湿水的测定（烘干法） 

 土壤分析工作中，统一用烘干土重法作为计算基础，所以在样品分析之后，首先必须进

行土壤风干样品吸湿水的测定。 

 1.方法原理   

通过一定条件下的热处理，风干样品所含的吸湿水以蒸汽形式离开土样，根据矢量，计

算含水百分率。 常用者为 105-110℃烘干法。在此温度下，吸湿水被烘掉，而一般土壤有

机质则不致分解。但有些有机质在烘烤时逐渐分解而失重，而另一些有机质在此温度下能部

分被氧化而增重，故该法所测定的吸湿水分质量分数为近似值。所测定吸湿水的准确度和精

确度均能达到土壤分析的要求，故在一般土壤分析工作中，测定吸湿水仍以烘干法为准。 

 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吸湿水，所烘烤的时间应该以达恒重为准。一般对于有机质质量分数

不高的土壤于 105-110℃下烘 6-8h 即可。 

 2.操作步骤 

 用铅笔在干净的水分皿的磨口处编上号码，在 105-110℃的温度下烘 2h，然后在干燥器

内冷却至室温，用分析天平称重。反复操作至恒重，记录其质量为 W1。 

 将 5g 左右的风干土，平铺于水分皿内，在分析天平上准确称量。记录其质量为 W2 烘

8h 后称重，之后再重复烘 3h 称至恒重。记录其质量为 W3。二次相差 0.3mg 为恒重。 

 3.结果计算 

     100%= ×2 3

4 1

W -W
吸湿水（%）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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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意事项    

烘干过程中温度应控制在 105-110℃，对有机质较高的（＞80g·kg
-1
者）土样，不应超

过 105℃，温度过高时有机质容易碳化致使测定结果偏高。 

 5.仪器设备    

分析天平（感量 0.0001g），水分皿（或小铝盒），干燥器，烘箱。 

  

(二)土壤自然含水量的测定 

 土壤水分是土壤肥力的重要因素，是植物和微生物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同时土壤中

的养料也必须通过水溶解后才能为植物所利用。因此，了解土壤水分状况，定期测定土壤含

水量，可为提高作物产量，提供科学依据。 

 土壤含水量是指田间土壤在自然状况下含水的多少，通常以百分数（%）来表示。即 100g

烘干土中含有多少克水。常用的测定方法有以下几种。 

 

I、烘干法 

1.方法原理 

土壤中所含的水分，在 105-110℃条件下能气化，变成水蒸气而脱离土壤。 

2.操作步骤 

 将铝盒擦净，烘干冷却，称重（可用感量 0.01g 天平）。 

 田间取土 15-20g 装入已知质量的铝盒中，到室内称重，于 105-110℃烘 6-8h,冷却，称

重。再烘 4h 后称重，要求二次为一定值。 

3.结果计算 

100= ×
（铝盒重+湿土重）-（铝盒重+干土重）

土壤含水量（%）
（铝盒重+干土重）- 铝盒重

 100= ×
水分重

干土重
 

数字整理，见下表格。 

地名 编号 
采样深

度（cm） 
铝盒号 铝盒重

铝盒重  

+    

湿土重

铝盒重

+    

干土重

水重

（g）

干土重

（g） 

含水量

（g） 
平均值

           

           

测定日期：                          测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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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烘箱，铝盒，取土钻，天平（感量 0.01 g）。 

 烘干法的优点是简单、直观；缺点是采样时干扰田间土壤水的连续性，取样后在田间留

下的取样孔（尽管可填实），会切断作物的某些根并影响土壤水分的运动，并烘至恒理需时

长，耗费电能大。 

 烘干法的另一个缺点是代表性差。田间取样的变异系数为 10%或更大，造成这么大的变

异 ，主要是由于土壤水在田间分布不均 所造成的。 

 尽管如此，烘干法还是被看成测定土壤水质量分数的经典方法。 

 

II、酒精燃烧法 

此法快速，缺点是准确性不如烘干法，有机质质量分数高于 30g·.kg
-1
以上之土壤不适

于应用。因为有机质被燃烧后碳化，是不能较准确的测定土壤含水量。 

 

1.方法原理 

利用酒精燃烧气化土壤中之水，使之变干，根据燃烧后失重计算出土壤含水量。 

2.操作步骤 

首先将采回之土样混合均 ，用镊子把湿土中之植物根、碎石块等杂物拣掉。将已称好

之铝盒称土 10g 左右。 

 用量筒量取灯用酒精 10mL，并将酒精 7mL 倒入装有湿土之铝盒中，转动铝盒，使酒精

与之混合均 。 

 点燃酒精，燃烧完毕后，再加入剩余之 3 mL 酒精，继续点燃 1 次，冷却后称重。 

3.结果计算 

与烘干法相同。 

4.仪器设备   

台秤（感量 0.01g），铝盒，量筒（10mL），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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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土壤容重的测定及孔隙度、三相比的计算 

 

一、  土壤容重的测定（环刀法） 

 土壤容重是指田间自然状态下，在单位体积内所具有的干土质量，通常以每立方厘米土

重几克表示，记作（g·cm
-3
）。通过土壤容重的测定，可约略估计土壤质地，结构和松紧状

况，比较粘的土壤容重较小，而砂质土壤容重是土壤肥瘦和耕作质量的重要指标。另外，通

过土壤容重的数值可具体计算出土壤中孔隙的多少，在生产上用途较大。 

1.方法原理 

 用一定容积的环刀（一般为 100cm
3
）切割未搅动的自然状态土样，使土样充满其中，称

量后计算单位容积的烘干土质量。本法适用一般土壤，对坚硬和易碎的土壤不适用。 

2. 仪器设备 

 环刀（容积为 100cm
3
）（如图 2-1）,天平(感量 0.1g和 0.01g)，烘箱，环刀托，削土刀，

干燥器。 

 

图 2-1 环刀 

3.操作步骤 

 在田间选择挖掘土壤剖面的位置，按使用要求挖掘土壤剖面。若只测定耕层土壤容重，

则不必挖土壤剖面。 

 用修土刀修平土壤剖面，并记录剖面的形态特征，按剖面层次，分层采样，耕层重复 4

个，下面层次每层重复 3 个。 

 将环刀托放在已知质量的环刀上，环刀内壁稍擦上凡士林，将环刀刃口向下垂直压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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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至环刀筒中充满土样为止。 

 用修土刀切开环刀周围的土样，取出已充满土的环刀，细心削平环刀两端多余的土，并

擦净环刀外面的土。同时在同层取样处，用铝盒采样，测定土壤含水量。 

 把装有土样的环刀两端立即加盖，以免水分蒸发。随即称重（精确到 0.01g）,并记录。 

 将装有土样的铝盒烘干称重（精确到 0.01g），测定土壤含水量。或者直接从环刀筒中

取出土样测定土壤含水量。 

4.结果计算 

                          
m

V
ρ

θ
=

×
b

(1+ m)
 

 式中：ρb 为土壤容重（g·cm
-3
）； 

m 为环刀内湿养质量（g）； 

V为环刀容积（cm
3
），一般为 100cm

3
 ;  

θm 为样品含水量（质量含水量）（%）。 

 允许平行绝对误差<0.03 g·cm
-3
 ，取算数平均值。 

  

二、土壤孔隙度的测定（计算法） 

 土壤孔隙度也称孔度，指单位容积土壤孔隙容积所占的分数或百分数。土壤孔隙度一般

都不直接测定，可由土壤容重及土壤比重二个数值计算而得，土壤比重随土壤质地不同有些

差异，但变化不大，因此在生产上应有时可粗略地取其平均值“2.65”，这样土壤孔隙度主

要由土壤容重决定。 

100−
= ×
土壤比重 土壤容重

土壤孔隙度 ％
土壤比重

 

 土壤空气容量的计算： 

 生产中有时需了解土壤孔隙中有多少被水所充满，有多少被空气所占有，若有矛盾可采

取调节措施，一般要求空气容量在 10%以上。常用土壤空气孔隙占土壤体积的百分数来表示，

计算公式如下： 

 土壤空气容量(%)=土壤孔隙度（%）－土壤水分容积百分率（%）=土壤孔隙度（%）－土

壤含水量（%）×土壤容重 

 

三、土壤毛管孔隙度的测定（圆筒浸透法） 

 土壤毛管孔隙是指土壤中毛管孔隙体积占整个体积的百分数。利用圆筒浸透法可以测定

土壤的毛管孔隙度，从而计算出固、气、液三项比例和大小孔隙之比，一般要求土壤固相与

孔隙度之比为 1 或总孔隙度稍大于土壤固相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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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定方法、步骤 

（1）将田间取回的土样，如果需要知道自然含水量或者只取了铜筒内部湿土，那就需要利

用土壤含水量来换算成全筒的干土重，因此应立即称重，否则就不需要这一步。 

（2）取一瓷盘加水，在盘上放木板条二片，板上铺滤纸，使纸浸入水中。 

（3）将称重后的铜筒土壤，垫一张滤纸用砂布包住筒底，放置于木板条滤纸上，使水沿土

壤毛细管孔隙上升。 

（4）取钢筒时间，随土壤质地不同而异。土壤毛管孔隙被水分充满所需时间如下：壤土需

4-10h,粘土需 12-24h，到浸水时间后，取出钢筒，擦干称重，然后再放入瓷盘的滤纸上，

让土壤再吸水，隔 2-4h 后，再取出称重，至前后二次无显著差异为止，记录其质量（一般

只作一次）。 

    将圆筒内的土壤倒出，均 称取 30g 左右土壤，置于铝盒中，放入 105-110℃烘箱中烘

干测定其含水率，再取铝盒烘干土壤测定其比重。也可用其平均值 2.65，不再进行测定。 

2.仪器设备 

 定容取土钢筒，削土刀，铁锹，铝盒，天平（感量 0.1g）,烘箱，游标卡尺，磁盘，木

箱，纱布，滤纸等。 

3.结果计算 

100= ×
烘干损失重

毛管吸水后土壤含水率
烘干土重

 

 

 全筒总体积=3.1416×r
2
×h 

 固相体积%=1－总孔隙度% 

  

100= ×
吸水后全筒土重-全筒烘干重

毛管孔隙度（%） （液相体积）
总体积

 

 

非毛管孔隙度〔通气孔隙〕%=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气相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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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土壤浸水容重的测定  

  

土壤浸水容重是指土壤浸水耕作后，土粒下沉，在土壤耕作层中，单位体积的干土重，

单位是g.cm
-3
。它反映灌水后土壤淀浆或起浆等性质，是鉴定水稻土耕性的一种指标。熟化

程度高，耕性良好的水稻土，浸水容重一般在 0.5-0.6 g.cm
-3
，＞0.7 g.cm

-3
说明淀浆板结，

＜0.5 g.cm
-3
出现起浆，土壤腐烂。 

 

测定方法 

 称取原状土或通过 1mm土筛的风干土壤 10.00g，放入 100mL量筒中，加蒸馏水 20-30mL，

使土样浸泡 2h，并不时的轻轻荡动，驱除禁闭在土壤内的空气，然后加水至 100mL刻度，用

小型搅拌棒以每分钟上下 60 次的速度搅拌 1min，而后静置，让土粒自然下沉。待上部液体

基本澄清，而下沉土壤体积不再增加时，记录下沉土壤体积(v,cm
3
)的毫升数。另取土样测

定土壤含水量（y,%）。根据含水量换算出浸水容重的烘干重。 

 

仪器设备 

 100mL 量筒，小型搅拌棒，铝盒，烘箱 ，天平（感量 0.01 g） 

 

结果计算 

 =-3

3

烘干土质量（g）
土壤浸水容重（g,cm ）

土壤沉积体积（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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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土壤有机质及碱解氮的测定 

有机质的测定（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 

  

土壤有机质对土壤肥力有多方面的影响，能促进土壤团粒的形成，改善土壤物理、化学

性质及生物学过程的条件，提高土壤的吸收性和缓冲性能，同时它本身含有植物所需的各种

养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对于了解土壤肥力状况有其重要意义。 

 

一、方法原理 

 土样中有机碳在一定温度下被氧化剂重铬酸钾氧化产生CO2，如下式： 

 2K2CR2O7＋3C＋8H2SO4→△2K2SO4＋2CR2(SO4)3＋3CO2↑＋8H2O 

 用硫酸亚铁标准溶液滴定剩余的 Cr6+与空白氧化剂滴定量之差计算有机碳量。 

 

二、仪器及试剂 

 1、仪器及设备  调温电砂浴或油锅和铁丝笼，温度计、秒表。 

 2、试剂配置 

 （1）重铬酸钾标准溶液重铬酸钾。（K2Cr2O7,分析纯）加 400mL水，加热溶解，冷却后用

水定容至 1L。 

 （2）硫酸亚铁溶液[c（FeSO4）=0.2mol·L
-1
 ]。称 56.0g硫酸亚铁（FeSO4·7H2O ，化

学纯），溶于水，加 15mL H2SO4，用水定容至 1L。 

 （3）邻啡罗啉指示剂。称 1.485g邻啡罗啉（C12H8N2· H2O）及 0.695g硫酸亚铁

（FeSO4· 7H2O）溶于 100mL，贮于棕色瓶中。 

 （4）硫酸（H2SO4 , ρ=1.84g·cm
-3 
化学纯）。 

 （5）Ag2SO4硫酸银（分析纯），研成粉末。 

 SiO2二氧化硅（分析纯）粉末状。 

 1 mol·L
-1
(1／6K2Cr2O7 )溶液。准确称取K2Cr2O7（分析纯，105℃烘干）49.04g溶于水

中，稀释至 1L。 

 0.5mol·L
-1
 FeSO4溶液。称取FeSO4·7H2O 140g溶于水中，加入浓H2SO4 15mL，冷却稀释

至 1L或称取Fe（NH4）2(SO4 ) 2· 6H2O 196.1g溶解于含有 200mL浓H2SO4的 800mL水中，稀释

至 1L。此溶液的准确浓度以 0.4 mol·L
-1
(1／6K2Cr2O7 ) 的基准溶液标定之。 

 0.4 mol·L
-1
(1／6K2Cr2O7 )基准溶液。准确称取K2Cr2O7（分析纯）（在 130℃烘干 3h）

19.6132g于 250mL烧杯中，以少量水溶解，将全部溶入 1000mL容量瓶中，加入浓H2SO4约 70mL，

冷却后用水定容至刻度，充分摇 备用[其中含硫酸浓度约为 2.5 mol·L
-1
(1／2 H2SO4 ) 。 

 

三、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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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加热法    

称取过 0.149mm土壤 0.2g左右准确到 0.1mg，无损地放入 150mL三角瓶（或硬质试管）

中，加粉未壮硫酸银 0.1g，然后准确加入 5.00mL重铬酸钾溶液（试剂 1）、5mL硫酸（试剂 4）

摇 （如土壤中含氯化物，尚需加Ag2SO40.1g,试剂 5），瓶口上装简易空气冷凝管，放在预

热到 220-230℃的电沙浴上（或置于 190-200℃的油浴中，慢转动铁丝笼，使温度控制在

170-180℃）加热，使三角瓶（或试管）中溶液微沸，当看到冷凝管下端落下第一滴冷凝液

开始记时，消煮 5min，取下三角瓶（或硬质试管）冷却片刻，用水洗冷凝管内壁及下端外

壁，洗涤液收集于原三角瓶中，瓶中液体总体积应控制在 60-80mL为宜，加 3-5 滴邻菲罗啉

指示剂（试剂 3），用硫酸亚铁（试剂 2）滴定剩余的重铬酸钾，溶液颜色由橙黄→绿→棕红

为止，即为终点。如果试样滴定所用硫酸亚铁的毫升数达不到空白标定所用硫酸亚铁液毫升

数的 1／3 时，则应减少土样称量而重测。每批样品分析时必须同时做 2-3 个空白，取 0.5g

粉状二氧化硅（试剂 6）代替土样，其他步骤与土壤测定相同。取测定结果平均值。 

2.稀释热法（水合热法）  

准确称取 0.5000g土壤样品（泥炭称 0.05g，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低于 10g·kg 
-1
 者称

2.0g）于 500mL的三角瓶中，然后准确加入 1mol·L
-1
  (1／6K2Cr2O7)  溶液（试剂 7）10mL

于土壤样品中，转动瓶子使之混合均 ，然后加浓H2SO4 20mL，将三角瓶缓缓转动 1min，促

使混合以保证试剂与土壤充分作用，并在石棉板上放置 30min，加水稀释至 250mL，加 3-4

滴邻啡罗啉指示剂，用 0.5mol ·L
-1
  FeSO4 标准溶液（试剂 8）滴定至近终点是溶液颜色

由绿变成暗绿色，逐滴加入FeSO4直至生成砖红色为止。用同样的方法做空白测定（即不加

土样）。 

 如果K2Cr2O7被还原的量超过 75%，则须用更少的土样重做。 

 

四、结果计算（外加热法） 

-3
1 0( ) ( - ) 10 1.08 1.724 1000.

(1 ) -1
C V V V MO M

m W
× × × × × × ×

=
× +

 

式中：    O.M----土壤有机质（g·kg
-1
 ）； 

C ----重铬酸钾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
-1
 ）； 

V ----加入重铬酸钾标准溶液的体积（mL）； 

V0 ----空白标定用去硫酸亚铁溶液体积（mL）； 

V ----滴定土样用去硫酸亚铁溶液体积（mL）； 

M ----摩尔质量； 

10
-3
----将mL换算成L的系数； 

1.08----氧化校正系数（按平均回收率 92.6%计算）； 

1.724----将有机碳换算成有机质的系数（按土壤有机质的平均碳量为 58%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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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风干土样质量，g； 

W ----吸湿水质量分数。 

 稀释热法（水合热法） 

-3
1 0( - ) 10 1.33 1000kg

(1 ) -1
C V V M

m W
− × × × × ×

⋅ =
× +

土壤有机质（g ）  

 土壤有机质（g·kg
-1
 ）=土壤有机碳（g·kg

-1
×1.724） 

 式中：1.33----氧化校正系数； 

C ----0.5mol·L
-1
 FeSO4 标准溶液的浓度； 

其他各代号和系数的意义同外加热法。 

  

五、土壤碱解氮的测定（碱解扩散法） 

 土壤碱解氮亦称土壤有效氮，它包括无机的矿物态氮和部分有机质中易分解的、比较简

单的有机态氮，即是铵态氮硝态氮、氨基酸、酰胺和易分解的蛋白氮的总和。一般能反映近

期内土壤氮素的供应状况。 

 

（一）方法原理 

 在扩散皿中，土壤于碱性条件和硫酸亚铁存在下进行水解还原，使易水解态氮和硝态氮

转化为氨扩散，为硼酸溶液所吸收。硼酸溶液吸收液中的氮，用标准酸滴定，由此计算碱解

氮的质量分数。水稻土中硝态氮极微，可省去加硫酸亚铁，直接用 NaOH 水解。 

 

（二）仪器及试剂 

仪器设备   

扩散皿，半微量滴定管（5mL），恒温箱。 

试剂配制 

 （1）氢氧化钠溶液[c（NaOH）=11mol·L
-1
]；40.0g氢氧化钠（NaOH，化学纯）溶于水，

冷却后稀释至 1L。 

 （2）混合指示剂。溶解 0.099g 的溴甲酚绿和 0.066g 甲基红于 100mL 95%的乙醇中。 

 （3）硼酸H3BO3  -指示剂溶液[ρ（H3BO3  ）=20g·L
-1
 ]溶液。溶解 20g硼酸于 950mL

热蒸馏水（约 60℃）中，冷却后，加入 20mL混合指示剂，充分混 后，用稀盐酸或稀氢氧

化钠调节pH至 4.5，稀释成 1L。 

 (4)硫酸标准溶液[c（1/2 H2SO4）=0.01mol·L
-1
]。先配成（1/2 H2SO4）=0.1 mol·L

-1
。

用Na2CO3标定，在稀释 10 倍。 

 (5)碱性胶液。40g阿拉伯胶和 50mL水在烧杯中，温热至 70～80℃，搅拌促溶，约冷却

1h后，加入 20mL饱和K2CO3水溶液，搅 ，放冷。离心除去泡沫和不溶物，将清液贮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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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中备用。也可用凡士林。 

 (6)硫酸亚铁粉末。将硫酸亚铁（FeSO4·7H2O，化学纯）磨细，装入密闭瓶中，存于阴

凉处。 

（三）操作步骤 

 称取风干土（过 2mm 筛）2.00g 置于扩散皿外室，加入 0.2g 硫酸亚铁粉末，轻轻地旋

转扩散皿，使土壤均 地铺平。 

 取 2mL H3BO3  —指示剂溶液于扩散皿内室，然后在扩散皿外室边缘涂上碱性胶液，盖

上毛玻璃，旋转数次，使皿边与毛玻璃完全粘全。再渐渐转开毛玻璃一边，使扩散皿外室露

出一条狭缝，迅速加入 10.0mL氢氧化钠溶液，立即盖严，再用橡皮筋圈紧使毛玻璃固定，

轻轻摇动扩散皿，使碱液与土壤充分混合，（注意勿使外室碱液混入内室）。随后放入（40

±1）℃恒温箱中，碱解扩散（24±0.5）h后取出（中间摇动数次以加速扩散吸收）。用硫酸

标准溶液滴定内室吸收液化中的NH3。溶液由蓝色变为微红色为滴定终点。 

 在样品测定同时进行空白试验，校正试剂和滴定误差。 

（四）计算结果 

 ｗ(N)=(V－V0)×c×M×1000/m 

 式中：ω（N）为碱解性氮质量分数（mg·kg
-1
 ）； 

c为硫酸（1／2 H2SO4）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
-1
）； 

V 为样品测定时用去硫酸标准液的体积（mL）； 

V0为空白试验时用去的硫酸标准液的体积（mL）； 

M为氮的质量分数M（N）=14g·mol
-1
； 

m 为土样质量（g）。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允许差为 5mg· kg
-1
   。 

六、注意事项 

 微量扩散皿使用前必须彻底清洗。利用小刷去除残余后，冲洗，先浸泡与软性清洁剂及

稀盐酸中，然后以自来水充分冲洗， 后再用蒸馏水淋之。应熟练操作技巧以防止内室硼酸

-指示剂遭受碱液之污染。 

 在NO
3-
-N还原为NH

4+
-N时。FeSO4本身要消耗部分NaOH，所以测定时所用NaOH溶液的浓度

须提高。例如，2g土加 11.5mL氢氧化钠溶液[c（NaOH）=1mol·L
-1
]，0.2g FeSO4·7H2O和 0.1mL

饱和Ag2SO4溶液进行碱解和还原。 

 由于碱性胶液的碱性很强，在涂胶液和洗涤扩散皿时，必须特别细心，慎防污染内室，

致使造成错误。 

 滴定时要用小玻璃棒小心搅动吸收液，切不可摇动扩散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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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化学肥料的定性鉴定 

  

通过本实验，增加对各种化学肥料一般理化性质的认识和掌握常见化肥的鉴别方法。前

者是考虑合理施肥的基本常识之一，后者是以备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肥料混杂或地方土产的不

定型肥料时，可以简便快速地加以鉴定和识别，以利区别保管和正确使用。 

 

一、方法原理 

 各种化学肥料都有其特殊的外表形态、物理和化学性质，因此可以通过外表观察，溶解

于水的程度，在火上灼烧的反应和化学分析检验等方法，鉴定出化肥的种类、成分和名称。 

 

二、仪器试剂 

1.主要仪器设备   

煤炉或火盆，酒精灯，烧杯，石蕊试纸，试管及一般玻璃器皿。 

2.试剂配制 

 （1）2.5%氯化钡溶液。称 2.5g 氯化钡（化学纯）溶解于蒸馏水中，然后稀释至 100mL，

摇 备用。 

 （2）1%硝酸银溶液。将 1.0g 硝酸银（化学纯）溶解与蒸馏水，然后稀释至 100mL，贮

于棕色瓶中。 

 （3）钼酸铵-硝酸溶液。将 15g 钼酸铵溶于 100mL 蒸馏水中，再将此缓慢倒入 100mL

硝酸中（比重 1.2）,不断搅拌至白色钼沉淀溶解，放置 24h 备用。 

 （4）20%亚硝酸钴钠溶液。将 20g亚硝酸钴钠[Na3Co（NO2）6 ]溶解于蒸馏水中，并稀释

至 100mL。 

 （5）稀盐酸溶液。取浓盐酸 42mL，加蒸馏水稀释至 500mL，配成约 1mol·L
-1
   稀盐

酸溶液。 

 （6）0.5%硫酸铜溶液。将 0.5g 硫酸铜溶于蒸馏水中，然后稀释至 100mL。 

 （7）10%氢氧化钠溶液。将 10g 氢氧化钠溶液于蒸馏水中，冷却后稀释至 100mL。 

 

三、操作步骤 

1.外表观察   

首先可将氮、磷、钾肥料给予总的区别，如氮肥和钾肥绝大部分是结晶体，属于这类肥

料有碳酸氢铵、硝酸铵、氯化铵、硫酸铵、尿素、氯化钾、硫酸钾、钾镁肥、磷酸铵等；磷

肥大都是非结晶体而呈粉末状，如过磷酸钙、磷矿粉、钙镁磷肥、钢渣磷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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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水溶解   

在外用表观察还分辨不出它的品种时，就可以用水溶解的方法加以识别。准备 1 只烧杯

或玻璃杯，内放半杯蒸馏水或凉开水，将 1 小匙化肥样品慢慢倒入杯中，并用玻棒充分搅拌，

静止一会儿后观察其溶解情况，以鉴定化肥的品种。 

 全部溶解在水中的有硫酸铵、硝酸铵、氯化铵、尿素、硝酸钠、氯化钾、硫酸钾、磷酸

铵、硝酸钾等。 

 部分溶解在水中的有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和硝酸铵钙等。 

 不溶解或绝大部分不溶解在水中的有钙镁磷肥、沉淀磷酸钙、钢渣磷肥、脱氟磷肥和磷

矿粉等。 

 绝大部分不溶解在水中，还发生气泡并能闻到“电石味”，这是石灰氮。 

3.加碱性物质混合     

取样品同石灰其他碱性物质（如烧碱）混合，如闻到氨臭味，则可确定其为铵态氮肥或

含铵态的复合肥料或混合肥料。 

  

用以上几种方法能帮助我们区别几种化肥类型，要识别各种品种，则还须用灼烧与化学

等检验做进一步的鉴定。 

 

4.灼烧检验   

将待测的少量化肥样品直接防在铁片或烧红的木炭上燃烧，观测其熔化、烟色、烟味与

残烬等情况。 

（1） 逐渐熔化并出现“沸腾”状，冒白烟，可闻到氨味，有残烬，是硫酸铵。 

（2） 迅速熔解时冒白烟，有氨味，是尿素。 

（3） 无变化但有爆裂声，没有氨味，是硫酸钾或氯化钾。 

（4） 不易熔化，但白烟甚浓，又闻到氨味和盐酸味，是氯化铵。 

（5） 边熔化边燃烧，冒白烟，有氨味，是硝酸铵。 

（6） SO3
2-
燃烧并出现黄色火焰的是硝酸钠，燃烧出现带紫色火焰的是硝酸钾。 

5.化学检验   

取少量化肥样品，放在干净的试管中，将试管放在试纸酒精灯上灼烧，观察识别： 

（1） 结晶在试管中逐渐熔化、分解、能嗅到氨味，用湿的红色石蕊试纸试一下，变

成蓝色，是硫酸铵。 

（2） 结晶在试管中不熔化，而固体像升华一样，在试管壁冷的部分生成白色薄膜，

是氯化铵。 

（3） 结晶在试管中能迅速熔化、沸腾、用湿的红色石蕊试纸在试管口试一下，能变

成蓝色，但继续加热，试纸则又由蓝色变成红色，是硝酸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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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晶在试管中加热后，立即熔化，能产生氨臭味，并且很快挥发，在试管中留

有残渣，是尿素。 

（5） 取少量肥料在试管中，加水 5mL 待其完全溶解后，用滴管加入 2.5%氯化钡溶液

5 滴，产生白色沉淀（SO42-＋Ba2+=Ba SO4↓）；当加入稀盐酸呈酸性时，沉淀

不会溶解，证明含有硫酸根。 

 

四、总结 

 当化学方法（见红色石蕊试纸变蓝色）鉴定出某未知肥料含有氮，又经此法确定该花费

中含有硫酸根，这就可证明是硫酸铵。 

 

 当用灼烧检验方法,证明是钾肥；又经此方法检验确定该肥料含有硫酸根时，这就可证

明是硫酸钾。 

 

 取少量肥料放在试管中，加水 5mL，待其完全溶解后，用滴管加入 1%硝酸银溶液 5滴，

产生白色絮状沉淀（Cl
-
＋ Ag

+
=AgCl↓），证明有氯根。 

 

 当用化学方法（见红色石蕊试纸变蓝色），鉴定肥料中含有氨，又经此法确定该肥料中

含有氯根，可证明是氯化铵。 

 

 肥料经鉴定证明是钾，又经此法确定该肥料中含有氯根，这就可证明是氯化钾。 

 

 取极少量肥料，放在试管中，加水 1mL 使其溶解，如溶液混浊，不过滤，取清夜鉴定。

于滤液中加入钼酸铵-硝酸溶液 0.4mL，摇 后，如出现黄色沉淀，证明是水溶性磷肥。 

 

 取少量肥料（加碱性物质不产生氨味的样品），放在试管中，加水使其完全溶解，滴加

亚硝酸钴钠溶液 3 滴，用玻棒搅 ，产生黄色沉淀，证明是含钾的化肥。其反应式如下： 

 2K＋Na3 Co(NO2) 6=K2NaCo(NO2)6↓＋2Na
+

  

肥料约 1g，放在试管中，在酒精灯上加热熔化，稍冷却，加入蒸馏水 2mL 及 10%氢氧化

钠 5 滴，溶解后，再加 0.5%硫酸铜溶液 3 滴，如出现紫色，证明的尿素。 

 

化学肥料系统鉴定见实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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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钾

（NH4Cl）

氯化铵

（NH4Cl）

硝酸铵

（NH4）2SO4

过磷酸钙

Ca(H3PO4)2·H2O+2CaSO4
石灰

肥料

（CaCO3）

石灰氮

（CaCN3）

与酸作用

磷矿粉或磷灰土粉碱

硝酸钾

（KNO3）
硝酸钠

（NaNO3）

［CO(NH2)2］
尿素硝酸铵

(NH4NO3)

与 BaCl2作用

钾肥硝酸盐

肥 料

结晶粒状，易溶于水

粉状或粒状，微溶或不溶与

氮肥或钾肥（肥料气味）

火焰反应 碳酸氢铵

（NH4HCO3）

有 氮无 气

烧 炽 和 燃 熔 化 并 发 无变化或爆裂

与 碱 作 与 碱 作

有 氮 没有氮味 有氮味 没 有 氮

在火焰上试验 与 BaCl2 作

紫 色 火黄色火焰
大 量 白

色沉淀

无沉淀或微量

沉淀

大 量 白

色沉淀

无沉淀或

微量沉淀

磷肥或粒状，微溶或不溶于水

肥料的颜色和反应

黑 色 粉 灰色粉未、中 白色或灰白色

碱 性 反 碱 性 反

发泡并

形成黑

色泡沫
与 HCl 作 钼 黄 鉴

发 泡

黄色

与 AgNO3 作用

溶液变黄并沉 白色絮状沉淀

磷酸二氢铵

（NH4H2PO4）

与 AgNO3 作用

白色絮状沉淀

图实 5-1 化学肥料系统鉴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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