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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施用无害化污泥堆肥对沙质潮土肥力的影响
冀拯宇1，周吉祥1，郭康莉1，刘 晓1，朱兴娟2，姜慧敏1，
杨俊诚1，李桂花1*，张建峰1*
（1 耕地培育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 【目的】 研究连续施用无害化污泥堆肥对土壤肥力和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无害化污泥资源化利用提供理
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方法】 通过 2013—2015 年田间定位试验，每年按照当地农民施肥量在小麦和玉米季分
别施用 N 225 kg/hm2、P2O5 86 kg/hm2 和 K2O 113 kg/hm2 (CK) 基础上，施用无害化污泥堆肥 15 t/hm2 (W1)、30
t/hm2 (W2) 和 45 t/hm2 (W3)，共四个处理，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小麦、玉米收获后，采集 0—20 cm 土层样品，
测定常规土壤理化性质、重金属含量以及微生物量碳氮 (SMBC、SMBN)。采用内梅罗指数法计算土壤 pH、有
机质、全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分肥力系数 IFI i ，以及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integrated fertility index，IFI)。
【结果】 1) 施用污泥堆肥处理 IFI 在试验的第三年 (2015 年) 玉米季达到最大值，与 CK 相比，W1、W2 和
W3 处理 IFI 分别显著提升了 57.3%、95.2% 和 127.5% (P < 0.05)，说明连续施用污泥堆肥可以有效提高土壤肥
力水平，其中 W3 处理效果最明显。2) SMBC 和 SMBN 含量随污泥堆肥施用时间增加而增加。相同作物同一污
泥堆肥施用量处理，第三年 (2015 年) 的 SMBC 和 SMBN 含量均显著高于第一年 (2013 年)。W1、W2 和 W3 处
理 SMBC 含量在 2015 年小麦季达到最大值，较 CK 分别显著提高了 109.9%、176.2% 和 216.8% (P < 0.05)；
W1、W2 和 W3 处理 SMBN 含量在 2015 年玉米季达到最大值，较 CK 分别显著提高了 55.6%、100.5% 和
162.3% (P < 0.05)。3) 施污泥堆肥处理的土壤和植物籽粒中重金属含量分别低于国家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GB15618—1995) 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的限量值。根据土壤肥力分级参考标准 (NY/T 391—2000)，
2015 年玉米季 W2 和 W3 处理的土壤肥力已经达到 I 级，培肥作用显著，但长期大量施用导致的土壤重金属累
积风险还需长期监测。 【结论】 施用重金属含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无害化污泥堆肥，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提升沙质
潮土的土壤肥力质量，改善土壤微生物学特性。本试验条件下，连续施用 45 t/hm2 污泥堆肥效果最显著，沙质
潮土的土壤肥力质量在第三年就达到 I 级，此时土壤和作物籽粒中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相关标准限值。长期
大量施用是否会带来重金属累积还需继续监测。
关键词: 沙质潮土；无害化污泥堆肥；综合肥力指数；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土壤和植物籽粒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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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and environment quality. 【Methods】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wheat-maize rotation system
during 2013 to 2015. At the base of applying N 225 kg/hm2, P2O5 86 kg/hm2 and K2O 113 kg/hm2 (CK), sewage
sludge compost was applied at rates of 15 t/hm2 (W1), 30 t/hm2 (W2) and 45 t/hm2 (W3) before the sowing of
wheat and maize. After every harvest, the soil samples of 0–20 cm depth were collected,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heavy metal contents and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contents (SMBC and
SMBN) were analyzed. The individual soil fertility index of pH, organic matter, total N, available P and
available K (IFIi)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soil integrated fertility index (IFI) was obtained using modified Nemero
formula to evaluate the soil fertility quality. 【Results】 1) IFI in sludge-treated soils increas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years. Compared with CK, IFI of W1, W2 and W3 treat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P < 0.05) increased
by 57.3%, 95.2% and 127.5% in 2015 maize season,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that applying sewage sludge compost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soil fertility. 2) SMBC and SMBN contents were increas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years
as well. The SMBC and SMBN contents of the same treatment in the same harvest seas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rom 2013 to 2015. In 2015, the highest SMBC content was in wheat season,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109.9%, 176.2% and 216.8% in W1, W2 and W3, compared with the CK; the highest SMBN content
was in maize season,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raised by 55.6%, 100.5% and 162.3% in W1, W2 and W3
treatments, compared with the CK (P < 0.05). 3) The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both sludge-treated soils and plant
grains were far below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GB15618–1995 and the limits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safety regulations of the state”. Referr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e Soil Fertilit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NY/T 391–2000), soil fertility of W2 and W3 treatments met the first grade after three
year’s continuous application. 【Conclusions】 Applying high rate of non-hazardous sewage sludge compost is
proved effective in improvement of soil fertility and soil microbial properties in a sandy fluvo-aquic soil.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 applying 45 t/hm2 of sewage sludge compost for three years is the most prominent
treatment which increases fluvo-aquic soil fertility to grade I, without leading to obvious heavy metal
accumulation in soils and grains. Long term monitoring is still needed for the food and ecosystem safet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andy fluvo-aquic soil; non-hazardous sewage sludge compost; soil integrated fertility index;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heavy metal contents of soil and plant grain
城市生活污泥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丰富的氮

层土壤沙化严重 [13] ，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沙质潮土

磷钾及微量元素等植物所需的营养物质，是一种很

区。据统计，河南省耕地面积约为 1.03 亿亩，中、

好的有机肥和土壤调理剂的原材料

，具有较广阔

低产田面积合计占总耕地面积的 62.4%，其中沙质潮

的应用前景，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泥可以大幅度

土面积约 1000 万亩 [14]。所以采用无害化城市生活污

减少污泥中含有的重金属、潜在污染物和细菌病原

泥堆肥对河南省沙质潮土进行改良，提高土地生产

体等有害物质。大量研究发现，污泥具有改善土壤

潜力，是改良沙质潮土的有效途径之一。

[1–2]

物理性状 [3–4]，增加土壤对养分的吸附、减少养分淋

本研究采用田间定位试验，研究连续三年施用

失[5–7]，促进微生物活性[8–10]，提高作物生产力，增加

无害化城市生活污泥堆肥对土壤肥力以及土壤微生

产量[11]等的作用或潜在功效，目前城市生活污泥已成
为当今世界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也是我
国第一粮食生产大省，其粮食生产状况直接关系着

物生物量和土壤植物安全性的影响，为进一步利用
无害化污泥堆肥改良沙质潮土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污泥堆肥

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12]。但是，由于水土流失和过度
开垦等原因，近年来河南省耕地的退化面积正以超
过 3% 的速度增长，再加上灌溉不合理和风力侵蚀，
土壤黏粒和粉砂粒组分随水下移或流失等原因，耕

试验所用的无害化城市生活污泥堆肥是由郑州
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提供，以郑州市污水管网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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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卷

后单独处理生活污水产生的污泥为主料，以花生

水率 33.08%、pH8.05、有机质 223.92 g/kg、全氮

壳、秸秆等为辅料，按照花生壳和秸秆等重量与污

17.60 g/kg、全磷 9.86 g/kg、全钾 13.90 g/kg。无害化

泥混合 (花生壳和秸秆总重与污泥重量之比为

污泥堆肥中主要的重金属元素含量如表 1 所示，均

1∶5)，接入 Bacillus subtilis、Aspergillus niger 和

低于《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84) 所

Sporotrichum thermophile 等混合菌剂，通过好氧发

规定的值，符合污泥农用的标准。

酵、高温堆肥等工艺处理后制成的商业化产品。含
表 1 无害化污泥堆肥中重金属含量及国家污泥农用标准中重金属限量 (mg/kg)
Table 1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in non-hazardous sewage sludge compost and the limit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项目 Item
污泥堆肥 Sludge compost
标准 Standard (GB 4284-84)

Cr

Ni

Cu

Zn

Cd

Pb

矿物油 Mineral oil

苯并芘 Benzpyrene

100.49

52.25

163.35

335.24

1.31

21.25

—

—

1000

200

500

1000

20

1000

3000

3

注（Note）：“—” 表示未检出 Not detected.

试验基地概况

1.2

(2013 年 6 月、2013 年 9 月、2015 年 6 月和 2015 年

试验基地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试

9 月) 在各试验小区内采用“Z”字形采集 0—20 cm

验田 (34.77°N、114.27 E)，2013—2015 年平均气温

耕层土壤样品，经充分混匀后，通过“四分法”取

分别为 15.38℃、15.66℃ 和 15.87℃，降水量分别为

两份，一份带回实验室，自然风干，除去作物根

467.1 mm、335.3 mm 和 508.1 mm，地处暖温带大陆

系、侵入体及残留的污泥，过 2 mm 筛后测定 pH、

性季风气候区。土壤类型为沙质潮土。试验前土壤

有机质、全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等理化指标；另一

耕层 (0—20 cm) 的基本理化性质为：含水率 5.87%、pH

份用白色棉布袋装取，放入 4℃ 冰箱保存，用于测

8.42、有机质 12.10 g/kg、全氮 0.44 g/kg、有效磷 (AP)

定土壤微生物量碳氮。

13.25 mg/kg、速效钾 (AK) 40.32 mg/kg。重金属全量

1.4.2 测定方法 土壤有机质 (OM)、全氮 (TN)、有

为：Cr 26.71 mg/kg、Pb 13.95 mg/kg、Cu 9.77 mg/kg、

效磷 (AP)、速效钾 (AK)、pH 等指标采用土壤农化

Ni 12.31 mg/kg、Cd 0.14 mg/kg、Zn 28.90 mg/kg。

分析常规方法测定[15]；土壤微生物量碳 (SMBC) 和微
生物量氮 (SMBN) 用氯仿熏蒸培养法 [16] 测定。土壤

田间试验设计

1.3

试验区种植制度为玉米–小麦轮作，供试作物为

铜、锌、镉、镍、铅和铬采用氢氟酸–高氯酸–盐酸–

当地主栽品种，小麦品种为‘开麦 18’，玉米品种

硝酸四酸消解，ICP-MS 测定。玉米和小麦籽粒铜、

为‘开玉 15’，试验从 2012 年 10 月开始，到

锌、镉、镍、铅和铬采用硝酸–高氯酸混酸消解—

2015 年 9 月已连续种植三年作物。试验设 4 个处

ICP-MS 测定。

理，分别为：1) 农民习惯施肥 (CK)；2) CK+无害化

1.5

污泥堆肥 15 t/hm2 (W1)；3) CK+无害化污泥堆肥 30
2

2

土壤综合肥力评价方法
采用内梅罗指数法[17]计算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t/hm (W2)；4) CK+无害化污泥堆肥 45 t/hm (W3)，

(integrated fertility index，IFI)，土壤 pH、有机质、

每个处理重复 3 次，区组随机排列。田间定位小区

全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分肥力系数 IFI i 的计算公式

均用水泥池隔开，小区长和宽分别为 2.5 m 和 2.0 m，

如下：

总面积为 5 m2。在小麦季和玉米季分别施 N 225 kg/hm2、
P2O5 86 kg/hm2、K2O 113 kg/hm2，肥料用量为开封地
区农民习惯施肥量，肥料分别施用尿素，磷酸一铵
和氯化钾。污泥堆肥和氮磷钾肥料以基肥形式一次
性在种植小麦和玉米前，采用撒施的方法均匀施于
土壤表层，通过多次翻耕与耕层土壤混合均匀。其
他大田管理措施与当地农民习惯保持一致。

1.4

试验方法

1.4.1 采样方法 土壤样品分别于小麦和玉米收获后

8
x =x a
>
>
>
< 1 + (x ¡ x ) = (x ¡ x )
a
c
a
I FI i =
>
2 + (x ¡ x c) = (x p ¡ x c)
>
>
:
3

x 6 xa
xa < x 6 xc
xc < x 6 xp
x > xp

式中：IFI i 为分肥力系数；x 表示该属性测定值；
x a 与 x p 分别为分级标准下、上限；x c 为介于分级标
准上、下限间；属性值分级标准 (xa、xc、xp) 主要参
考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标准 (表 2)。
再利用修正的内梅罗公式计算土壤综合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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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壤性质的分级标准

IFI 达到最高值，W1、W2 和 W3 处理分别显著提升

Table 2 The grading standards of soil properties

57.3%、95.2% 和 127.5% (P < 0.05)；由双因素方差
分析得出，IFI 受污泥堆肥施用量和轮作季节两个因

分级
Grade

有机质
OM
(g/kg)

全氮
Total N
(g/kg)

有效磷
Avail. P
(mg/kg)

速效钾
Avail. K
(mg/kg)

pH

xa

20

1.0

10

100

4.5

xc

30

1.5

20

150

6.5

xp

40

2.0

40

200

8.5

I FI =

s¡

I FI i

¢2

¡
+ I FI i
2

¢2

£

µ

n ¡1
n

素的影响达到极显著差异 (P < 0.01)，其交互作用对
IFI 也有显著影响。

¶

2.2 施用污泥堆肥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影响
图 1 表明，污泥施入能有效提高 SMBC 的含
量，同一轮作季度其含量均随着污泥堆肥施用量增
大而增大，在 W3 处理达到最大值。与 CK 相比，
2013 年小麦季 W1、W2 和 W3 处理 SMBC 含量分别

式中：IFIi 平均与 IFIi 最小分别为土壤各属性分肥力均值

增加了 10.94%、94.50% 和 153.52%，其中 W2 和

与最小值；n 为评价指标个数。

W3 处理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2013 年玉米季施

1.6

污泥堆肥各处理 SMBC 含量均没有显著增加；

数据统计分析
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相关计算，试验结果采

用 SAS 9.1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不同处理间采用最小显著差数法 (LSD 法) 进行差异
显著性检验 (P < 0.05)，用 Originpro 9.1 软件作图。

2015 小麦季和玉米季 W1、W2 和 W3 处理 SMBC 含
量较 CK 均显著提升，其中 2015 小麦季 SMBC 含量
达到最大值，W1、W2 和 W3 处理 SMBC 含量较
CK 分别显著提升 109.93%、176.17% 和 216.78%(P <
0.05)。在相同收获季节，同一污泥堆肥施用量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其 2015 年 SMBC 的含量相较 2013 年显著提高，说

2.1

施用污泥堆肥对土壤综合肥力指数的影响

时，2013 年和 2015 年各处理小麦季 SMBC 含量均

明 SMBC 含量随污泥堆肥施用时间增加而增加。同

由表 3 可知，与 CK 相比，2013 年小麦季施污

高于玉米季。
污泥施入能有效提高 SMBN 的含量，同一轮作

泥堆肥各处理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IFI) 无显著差异；
2013 年玉米季 W1、W2 和 W3 处理的 IFI 分别增加

季度其含量均随着污泥堆肥施用量增大而增大，且

了 26.1%、35.9% 和 69.7%，其中 W2 和 W3 处理达

在 W3 处理达到最大值。与 CK 相比，2013 年小麦季 W1、

到显著水平 (P < 0.05)；2015 年小麦季和玉米季施污

W2 和 W3 处理 SMBN 含量分别增加了 50.1%、106.2%

泥堆肥各处理 IFI 均显著提升，其中 2015 年玉米季

和 314.6%，其中 W3 处理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

表 3 不同处理不同轮作季节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IFI)
Table 3 IFI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different time
2013

2015

处理
Treatment

小麦 Wheat

玉米 Maize

小麦 Wheat

玉米 Maize

CK

0.84 ± 0.08 a

0.72 ± 0.01 b

0.74 ± 0.01 d

0.73 ± 0.04 d

W1

0.91 ± 0.02 a

0.80 ± 0.07 b

1.13 ± 0.02 c

1.14 ± 0.02 c

W2

0.98 ± 0.09 a

0.95 ± 0.02 a

1.28 ± 0.01 b

1.42 ± 0.01 b

W3

1.02 ± 0.04 a

0.97 ± 0.03 a

1.34 ± 0.02 a

1.66 ± 0.06 a

Two-way ANOVA analysis
处理 Treatment (W)

F=122.43

P < 0.01

作物 Season (S)

F=66.00

P < 0.01

S×W

F=9.93

P < 0.01

注（Note）：CK、W1、W2、W3 处理污泥堆肥用量依次为 0、15、30 和 45 t/hm2. In CK，W1，W2 and W3 treatments，the application
rates of sewage sludge compost were 0，15，30 and 45 t/hm2, respectively；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P < 0.05)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reatments at 0.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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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小麦季 Wheat season
2015玉米季 Maize seas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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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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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W2

W3

CK

处理 Treatment

W1

W2

W3

处理 Treatment

图 1 不同处理不同轮作季节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
Fig. 1 The contents of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注（Note）：CK、W1、W2、W3 处理污泥堆肥用量依次为 0、15、30 和 45 t/hm2. In CK，W1，W2 and W3 treatments，the application
rates of sewage sludge compost were 0，15，30 and 45 t/hm2，respectively；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P < 0.05)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above ba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reatments at 0.05 level.]

2013 年玉米季 W1、W2 和 W3 处理 SMBN 含量分别

析表明 SMBC 与 SMBN 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增加了 1.8%、28.4% 和 53.6%，其中 W3 处理达到显

2.4 连续施用污泥堆肥的土壤和植物籽粒重金属含量

著水平 (P < 0.05)；2015 小麦季和玉米季 W1、
W2 和 W3 处理 SMBN 含量较 CK 均显著提升，其
中 2015 玉米季 SMBN 含量达到最大值，W1、
W2 和 W3 处 理 SMBN 含 量 较 CK 分 别 显 著 提 升
55.6%、100.5% 和 162.3% (P < 0.05)。SMBN 含量随
污泥堆肥施用时间增加而增加，在相同收获季节，
同一污泥堆肥施用量处理其 2015 年 SMBN 含量相

2.4.1 土壤重金属含量 由表 5 可知，各处理土壤中
Cu、Zn、Cd、Cr、Ni 含量随着污泥堆肥施用时间的
增长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在 2015 年玉米季含量达到
最大值。2015 年玉米季土壤 Cu、Cd 和 Cr 含量均在
W3 处理达到最大值，分别达到 34.76 mg/kg、
0.25 mg/kg 和 54.76 mg/kg；土壤 Zn 和 Ni 含量在
W2 处理达到最大值，分别显著升高到 95.85 mg/kg

较 2013 年显著提高。同时，2013 年和 2015 年各处

和 21.34 mg/kg；土壤 Pb 含量变化不明显。土壤各重

理玉米季 SMBN 含量均高于小麦季。

金属含量均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的限量

2.3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与 IFI 的相关性
表 4 结果表明，SMBC、SMBN 与 IFI 之间存在

值，说明施用 15～45 t/hm2 污泥堆肥不会对沙质潮土
造成重金属污染。

着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P < 0.01)，说明提高土壤肥力

2.4.2 植物籽粒重金属含量 由表 6 可以看出，在连

能促进土壤微生物的生长。有机物料的输入为微生

续三年施用污泥后，2015 年小麦季和玉米季施用污

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足量的碳源，使土壤微生物活

泥各处理植物籽粒中 Cd 含量低于检出限，Pb 含量

性提高，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另外相关性分

较低且变化不明显，Cu、Zn、Cr 和 Ni 含量随轮作

表 4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与 IFI 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 between SMBC, SMBN
and IFI
项目 Item
IFI

IFI

SMBC

SMBN

季度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且在 2015 年玉米季其含量
达到最大值。2015 年玉米籽粒 Cu、Zn 和 Ni 含量在
W3 处理达到最大值，分别升高到 1.91 mg/kg、20.15
mg/kg 和 0.21 mg/kg。2015 年玉米籽粒 Cr 含量在
W2 处理达到最大值 0.23 mg/kg。虽然施用污泥堆肥

1

后，植物籽粒重金属含量较 CK 有不同程度升高，

SMBC

0.54**

1

SMBN

0.77**

0.75**

并且随施用时间增长有一定的累积效应，但其含量
1

注（Note）：IFI—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Integrated fertility
index；SMBC—微生物生物量碳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SMBN—微生物生物量氮 Soil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P <
0.01.

均远低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12)、
《食品中铜限量卫生标准》(GB15199—1994)、《食
品中锌限量卫生标准》(GB13106—1991) 所规定的
限量值，说明施用 15～45 t/hm2 污泥堆肥不会影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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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轮作季节各处理土壤重金属含量 (mg/kg)
Table 5 Soil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处理 Treatment
2013 小麦 Wheat

2013 玉米 Maize

2015 小麦 Wheat

2015 玉米 Maize

Cu

Zn

Cd

Cr

Ni

Pb

CK

11.30 ± 2.82 a

34.88 ± 7.85 a

0.13 ± 0.01 b

33.87 ± 8.30 a

14.64 ± 0.97 a

18.92 ± 0.92 a

W1

10.56 ± 1.60 a

38.44 ± 9.07 a

0.14 ± 0.01 b

43.94 ± 9.04 a

14.28 ± 1.97 a

19.12 ± 2.17 a

W2

11.23 ± 1.47 a

41.08 ± 5.00 a

0.15 ± 0.01 a

41.94 ± 8.11 a

14.13 ± 0.63 a

18.47 ± 0.24 a

W3

14.47 ± 2.66 a

51.61 ± 5.81 a

0.15 ± 0.01 a

37.82 ± 3.19 a

15.74 ± 1.30 a

20.65 ± 1.98 a

CK

10.63 ± 1.75 a

40.81 ± 9.07 a

0.14 ± 0.03 a

29.14 ± 10.09 a

15.32 ± 1.78 a

18.51 ± 2.07 a

W1

11.56 ± 1.49 a

44.55 ± 9.07 a

0.12 ± 0.02 a

43.99 ± 5.99 a

15.07 ± 1.00 a

19.26 ± 1.29 a

W2

10.95 ± 2.03 a

51.95 ± 9.35 a

0.14 ± 0.04 a

37.90 ± 13.59 a

16.51 ± 1.80 a

19.87 ± 2.42 a

W3

8.83 ± 6.29 a

47.93 ± 2.13 a

0.11 ± 0.03 a

43.24 ± 10.87 a

15.76 ± 1.26 a

18.67 ± 0.71 a

CK

14.19 ± 0.81 c

38.64 ± 1.25 c

0.15 ± 0.01 d

26.23 ± 1.84 b

15.22 ± 0.71 b

13.96 ± 0.15 b

W1

20.56 ± 1.13 b

85.81 ± 4.60 a

0.21 ± 0.01 a

33.41 ± 1.56 b

17.23 ± 1.48 ab

15.66 ± 0.30 a

W2

25.76 ± 0.92 a

71.34 ± 0.93 b

0.22 ± 0.01 a

42.43 ± 0.93 a

17.60 ± 0.50 a

15.44 ± 0.08 a

W3

26.23 ± 1.67 a

74.40 ± 0.79 b

0.21 ± 0.01 a

39.91 ± 4.45 ab

18.43 ± 0.17 a

15.14 ± 0.37 a

CK

15.80 ± 0.60 c

49.97 ± 1.50 c

0.18 ± 0.01 d

36.90 ± 0.37 c

18.10 ± 0.29 b

14.84 ± 0.12 b

W1

23.88 ± 1.33 b

67.83 ± 1.29 b

0.22 ± 0.01 a

44.40 ± 2.11 b

19.64 ± 0.57 ab

15.58 ± 0.21 ab

W2

30.84 ± 1.26 a

95.85 ± 3.01 a

0.24 ± 0.01 a

50.70 ± 1.61 a

21.34 ± 0.51 b

16.04 ± 0.33 a

W3

34.76 ± 1.94 a

94.18 ± 5.19 a

0.25 ± 0.01 a

54.76 ± 0.86 a

20.69 ± 0.71 a

15.91 ± 0.35 a

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 (GB15618—1995)
100

300

0.6

250

60

350

注（Note）：CK、W1、W2、W3 处理污泥堆肥用量依次为 0、15、30 和 45 t/hm2；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轮作季度不同
处理间差异显著 (P < 0.05). In CK，W1，W2 and W3 treatments，the application rates of sewage sludge compost were 0，15，30 and 45 t/hm2，
respectively；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0.05 level among the treatments in the
same rotation season.

表 6 不同轮作季节各处理植物籽粒重金属含量 (mg/kg)
Table 6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of maize and wheat grain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处理 Treatment
2015 小麦 Wheat

2015 玉米 Maize

Cu

Zn

Cd

Cr

Ni

Pb

CK

1.47 ± 0.27 a

10.93 ± 0.52 c

—

0.12 ± 0.01b

0.11 ± 0.02b

0.01 ± 0.00b

W1

1.61 ± 0.22 a

12.00 ± 1.73 bc

—

0.15 ± 0.02ab

0.06 ± 0.00b

0.02 ± 0.00b

W2

1.85 ± 0.16 a

15.29 ± 0.66 ab

—

0.16 ± 0.01ab

0.10 ± 0.01b

0.03 ± 0.00a

W3

1.96 ± 0.18 b

16.49 ± 0.82 a

—

0.19 ± 0.04a

0.16 ± 0.01a

0.03 ± 0.00a

CK

1.14 ± 0.11 b

13.36 ± 0.90 b

—

0.13 ± 0.03c

0.09 ± 0.01b

0.01 ± 0.00a

W1

1.47 ± 0.17 ab

17.84 ± 0.05 a

—

0.17 ± 0.01bc

0.17 ± 0.02a

0.01 ± 0.00a

W2

1.63 ± 0.18 a

18.62 ± 1.53 a

—

0.23 ± 0.02a

0.19 ± 0.01a

0.01 ± 0.00a

W3

1.91 ± 0.07 a

20.15 ± 0.41 a

—

0.22 ± 0.02ab

0.21 ± 0.02a

0.01 ± 0.00a

0.4

0.2

农产品质量标准 Quality standar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10

50

0.1

1

注（Note）：“—” 表示低于检出限 Below detection limit; CK、W1、W2、W3 处理污泥堆肥用量依次为 0、15、30 和 45 t/hm2；同列数
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轮作季节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P < 0.05). In CK, W1, W2 and W3 treatments, the application rates of sludge compost
were 0，15，30 and 45 t/hm2, respectively；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0.05
level among the treatments in the same rotation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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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小麦籽粒的安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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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此外，作物根系会分泌大量根系分泌物，而根
系分泌物是土壤微生物的重要碳源和能源，可以促

3

讨论

3.1

施用污泥堆肥对土壤肥力效应的影响分析

进土壤微生物生长繁殖。小麦和玉米的根系分泌物

施肥是影响土壤肥力以及其可持续利用的重要
农业措施之一，已有研究表明施加污泥堆肥可以提

对促进土壤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程度不同，并且对土
壤微生物固氮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同。

3.3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和 IFI 的相关性分析
土壤微生物一方面可以分解土壤有机物质，使

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理化性质，从而提高土壤
。土壤肥力是各种理化指标的综合体现，相

有机物质转化成有效养分，另一方面，对土壤中的

比于单因子肥力，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IFI) 更能真实

无机营养元素起固持和保蓄作用，因此，土壤微生

反映土壤肥力质量。因此，本研究选取常规 5 项土

物量是植物矿质养分的源和汇 [29–30]。已有研究表明，

壤基本指标分级标准化后，选用修正后的内梅罗指

SMBC 和 SMBN 可以作为土壤质量的一个重要生物

数法，对土壤综合肥力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施用

指标，土壤微生物量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土壤养分

污泥堆肥能够显著提高土壤肥力质量，这和前人的

含量，能更为敏感地指示土壤质量的变化[31]。赵晓琛

研究结果一致[21]。施用污泥堆肥处理 IFI 随污泥堆肥

等 [ 3 2 ] 研究发现 SMBN 与速效磷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施用时间增加而增加，在 2015 年玉米季达到最大

(P < 0.05)。汪文霞等 [33] 发现，SMBC 与土壤全氮呈

值，这是因为随着施用时间的增加，污泥堆肥在土

极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812 (P < 0.01)，SMBN 与

壤中不断积累以及土壤中已有污泥堆肥不断分解释

土壤全氮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644 (P < 0.05)。

放养分，导致土壤肥力不断提升。

本研究结果表明，SMBC、SMBN 与 IFI 具有极显著

3.2 施用污泥堆肥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
分析

的正相关性。SMBC、SMBN 与 IFI 相关性较强可能

肥力

[18–20]

土壤微生物量碳氮 (SMBC、SMBN) 是土壤中的
活性养分库，可以反映土壤中养分的有效性和生物
活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

是因为无害化污泥堆肥的输入增大了土壤养分含量，
从而为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充足的碳源，使土
壤微生物活性提高，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3.4

连续施用污泥堆肥土壤植物质量安全性分析

是评价土壤微生物数量和群落活性的重要指标[22]。有

施用污泥堆肥对农田土壤重金属积累的影响是

研究表明，污泥堆肥施入农田土壤[23–25]和草地[26]可以

目前农业生产中施用污泥堆肥最为关切的问题之

显著提高土壤中的 SMBC 和 SMBN 含量，并且

一。本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施用无害化污泥堆肥可

SMBC 和 SMBN 含量与污泥堆肥的施用量呈正相关

对土壤重金属的积累产生一定的影响，施用无害化

关系。本研究得出，施用污泥堆肥后 SMBC 和

污泥堆肥后，土壤重金属含量随施用时间总体呈上

SMBN 含量均得到显著提高，且随着污泥堆肥施用

升趋势，不同重金属元素的增加幅度有所不同，在

量和施用时间增加而增加，与刘晓等 的研究结果一

本试验轮作季度内，其含量均远低于国家环境质量

致。这是因为污泥堆肥不仅含有丰富的碳源，为土

二级标准 (GB15618—1995)。依据土壤肥力分级参

壤微生物提供能源，而且污泥堆肥有较多稳定态的

考标准 (NY/T 391—2000)：SOM 含量 > 15 g/kg 为

有机质，可以促进土壤的团聚作用和保水性能，从

І级；10～15 g/kg 为П级；< 10 g/kg 为Ш级，发现

而为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创造适宜的环境，提高了

2015 年玉米季 CK 的肥力质量为Ш级；W1 的肥力质

微生物量 。另外，污泥堆肥是经过添加微生物后堆

量为П级；W2 和 W3 的肥力质量为І级，可以看出连

肥处理的，其中必然也含有大量微生物，施入土壤

续 3 年施用污泥堆肥有效提高了沙质潮土的肥力质

后可增加外源微生物量，进而提高 SMBC 和

量。所以，W2 和 W3 处理在后期施肥可以只施用化

SMBN 含量。本研究中 2013 年和 2015 年同一处理

肥而不施用污泥堆肥，W1 处理可以继续施用污泥堆

小麦季 SMBC 含量均高于玉米季，而玉米季 SMBN

肥培肥土壤，这样既可以提升土壤肥力，又能有效

含量均高于小麦季。这可能是由于微生物量碳氮受

降低土壤重金属累积带来的环境风险。通过对植物

季节差异影响导致的，因为小麦收获季为每年

籽粒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发现，施用污泥堆肥能提

6 月，而玉米收获季为每年 9 月，其温度、水分等自

高籽粒中重金属含量，但是其值均远低于国家农产

然条件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含

品质量安全规定的限量值，说明本试验中土壤重金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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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age sludg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lution Research,

加而增加，在相同收获季节，同一污泥堆肥施用量
其 2015 年 SMBC 和 SMBN 的含量相较 2013 年显著

Liu X, Liu W, Wang Q, et al. Soil properties and microbial ecology

2017, 24(9): 8619–8628.

[9]

张鑫, 党岩, 冯丽娟, 等. 施用城市污泥堆肥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

提高。各轮作季度 SMBC 和 SMBN 含量随污泥堆肥

变化的影响[J]. 环境工程学报, 2014, 8(2): 716–722.

施用量增加而增加。

Zhang X, Dang Y, Feng L J, et al. Microbial community dynamics in
soil amended with sewage sludge compost[J]. Chinese Journal of

3) 在本研究施用时间内土壤重金属含量和植物
籽粒重金属含量分别低于国家环境质量二级标准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4, 8(2): 716–722.

[10]

Xiao L, Guo K, Lin H, et al. Responses of absolute and specific

(GB15618—1995) 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的

enzyme activity to consecutive application of composted sewage

限量值，并且根据土壤肥力分级参考标准 (NY/T

sludge in a Fluventic Ustochrept[J]. PLoS One, 2017, 12(5):

391—2000) 得出，2015 年玉米季 W2 和 W3 处理的

e0177796.

土壤肥力已经达到Ⅰ级，可以不再施用污泥堆肥，

[11]

许田芬, 谢方文, 丘锦荣, 等. 污泥植物处理后对玉米生长及土壤重
金属含量的影响[J]. 中国环境科学, 2012, 32(9): 1640–1646.

这样既可以提升土壤肥力，又能有效降低土壤重金

Xu T F, Xie F W, Qiu J R, et al. Maize growth and soil heavy metal

属累积带来的环境风险。

changes after application of phyto-treated sewage sludge[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2, 32(9): 1640–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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