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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不同施肥对水稻土有机氮素

矿化特性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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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定位试验研究了长期不同施肥措施对水稻土氮素矿化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不同施肥措施显著

影响水稻土氮矿化势及矿化速率。与不施氮肥相比，单施氮肥使水稻土氮矿化势下降，矿化速率加快；氮肥与有机

肥配施可极显著增加水稻土氮矿化势，降低矿化速率。在氮肥与有机肥配施的基础上，水稻插秧后接种“?8=--2”固

氮菌体可降低氮矿化势，提高矿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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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稻的氮素营养中，土壤氮素的供应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据研究，无论施氮或不施氮，水稻对

土壤氮素的依存都在 )"X以上［%$!］。高产水稻吸收

的氮素中，约有 )"X!."X来自土壤［%，&］。@M26KN=LK
和 @13M9［(］研究证明，土壤矿化氮与作物吸氮量之间

有很好的相关性，提出了氮素矿化势的概念和研究

方法；并且认为土壤有机态氮素的矿化符合一级反

应动力学原理。国内许多研究者也采用氮素矿化势

的方法对稻田土壤的氮素矿化特性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稻田土壤有机态氮素矿化符合一级反应动

力学原理，氮素矿化势可用于预测作物某一生长阶

段土壤中能够矿化的有机氮数量［)$#］。辽宁地区水

稻土面积较大，关于水稻土供氮能力的研究资料较

少，特别是长期不同施肥措施水稻土有机态氮素矿

化方面的研究则少见报道。本试验应用淹水密闭培

养—间歇淋洗的方法，以长期定位不同施肥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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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为研究对象，探讨长期不同施肥措施对水稻

土氮素矿化的影响，以期为该地区水稻土的合理培

肥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土壤

长期定位施肥稻田位于中国科学院沈阳生态实

验站，已经连续进行了 !" 年。该站地处辽河平原的

沈阳市苏家屯区十里镇十里河村（#!$%!& ’，!(%$((&
)），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
,，!!- ,活动积温 %%--!%#-- ,，年降雨量 .*-
!"+- //。土壤类型为水耕暗色潮湿雏形土。土体

深厚，不含砾石，土体中有 01、23 结核，耕层为壤

质，耕地中有明显的犁底层，母质层粘重紧实。

试验设 # 个 施 肥 处 理，分 别 为 不 施 氮 肥（45
区）、氮肥（6 区）、氮肥 7 有机肥（8 区）、氮肥 7 有机

肥 7 放萍（4 区），其中 6、8、4 区的氮肥均为尿素［’
!*- 9: ;（</(·=）］，8、4 区所用有机肥均为猪粪［%. > ;

（</(·=）］，4 区的放萍连续进行了 * 年（!??%!!???
年），每年水稻插秧后接种“6@ABB=”固氮菌体［!." : ;

（/(·=）］。# 个施肥处理每年均补施等量磷肥，不施

钾肥。各试验小区面积为 " / C # /，各处理均设 %
次重复。

(--. 年插秧泡田前，在各试验小区采集土壤样

品，取样深度为 -—(- D/，土样经处理后备用。供试

土壤样品的基本性质见表 !。

表 ! 供试土壤样品基本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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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析测定项目及方法

土壤基本性质，除土壤有机质、全氮采用 4 ; Q ;
G ; ’ ; T 元素分析仪测定外，其余各项均采用常规分

析方法测定。

土壤矿化氮采用长期淹水密闭培养—间歇淋洗

法测定［+］。土样初始淋洗后置于 %-,恒温箱中进

行培养，分别于培养的第 !、(、%、.、*、!-、!% 和 !+ 周

淋洗土样。初始淋洗液中的 ’Q7
# R’ 和 ’GR

% R’，培

养中每次淋洗液中的 ’Q7
# R’ 均采用 66% 自动分析

仪测定。

5 结果与分析

采用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 > U !-（! R "#$）］，

用最小二乘法对测得的 ’Q7
# R’ 累积量数据进行拟

合，求得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的参数 !- 和 #，!- 为

土壤氮素矿化势，是一定条件下土壤中能够矿化成

无机态氮的有机态氮数量的最大值，可用来表示土

壤供氮潜力；# 为土壤氮素矿化速率，其数值大小

表达了有机态氮矿化速度的快慢，是土壤供氮的强

度指标。因此，!- 和 # 被认为是表征土壤有机态氮

矿化特点的参数。

5"!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有机氮的矿化曲线

各施肥处理土壤矿化氮累积量（’Q7
# R’）时间

曲线（图 !）表明，土壤矿化氮累积量均随着培养时

间的延长而增加，但不同施肥处理间相差很大。不

施氮肥与氮肥两处理矿化氮累积量数值大小相接

近，在培养 (!K 后矿化氮生成量均已接近于零，且两

处理数值明显低于氮肥 7 有机肥与氮肥 7 有机肥 7
放萍两处理；氮肥 7 有机肥与氮肥 7 有机肥 7 放萍

图 !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矿化氮累积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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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理矿化氮累积量数值大小也相近，但在培养 !"
# 之后氮肥 $ 有机肥处理数值高于氮肥 $ 有机肥 $
放萍处理。方差分析表明，不施氮肥与氮肥两处理

间土壤矿化氮累积量数值差异在培养 %# 时未达

"&显著水平，在其它培养天数时均达 "& 显著水

平；氮肥 $ 有机肥与氮肥 $ 有机肥 $ 放萍两处理间

土壤矿化氮累积量数值差异在培养 %# 时达 "&显

著水平，在其它培养天数时均未达 "&显著水平。

!"!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有机氮矿化参数的变化

土壤氮素矿化势（!’）是表示土壤供氮潜力大

小的参数。拟合结果（表 (）表明，经过 )* 年施肥及

水稻种植，不同施肥处理间土壤氮素矿化势差异显

著，除不施氮肥与氮肥处理间 !’ 差异达 "&显著水

平外，其它各处理间 !’ 值差异均达 )&显著水平。

不同施肥处理 !’ 大小顺序为：氮肥 $ 有机肥 + 氮

肥 $ 有机肥 $ 放萍 + 不施氮肥 + 氮肥。其中，不施

氮肥处理的 !’ 比氮肥处理增加了 (",%&，氮肥 $
有机肥处理的 !’ 为氮肥处理的 %,- 倍，氮肥 $ 有机

肥 $ 放萍处理的与氮肥 $ 有机肥处理相比降低了

)),!&。本研究中，长期单施氮肥降低了 !’ 与前人

的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

土壤氮素矿化速率（ "）是衡量土壤有机氮矿化

快慢的参数。由表 ( 可见，不同施肥处理间土壤氮

素矿化速率差异也很明显，0 种施肥处理间值差异

均达 )&显著水平。不同施肥处理 " 值的大小排列

顺序与 !’ 值的顺序正好相反，即随 !’ 值的增大，"
值减小。说明对于矿化势越小的土壤，随时间的增

长被矿化的有机态氮占可矿化态氮的比例增加越迅

速，这与其他研究者所得结果相类似［)’/))］。

表 !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有机氮的矿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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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同施肥处理氮矿化势与全氮比例

土壤有机氮矿化的差异可以用氮矿化势与全氮

的比例大小进行比较。氮矿化势与全氮比例的大小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壤有机氮的品质，其值越

大，则表示土壤全氮中可矿化的有机氮数量越多。

氮矿化势 9全氮的意义为土壤中 ) 8 全氮可矿化的

氮的毫克数，单位为 68 9 8。从表 ! 的计算结果看，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全氮含量差异相对较小，最高者

约为最低者的 )," 倍；而氮矿化势 9全氮比例却相

差很大，最高者约为最低者的 ",!0 倍。这说明不同

施肥处理土壤中有机质（氮）品质有明显差异。与不

施氮肥处理相比，氮肥 $ 有机肥、氮肥 $ 有机肥 $ 放

萍两处理可使土壤中可矿化有机氮含量明显上升，

而氮肥不但使全氮含量下降，也使可矿化氮含量 9全

氮的比例有所降低。另外，氮肥 $ 有机肥 $ 放萍处

理全氮含量高于氮肥 $ 有机肥处理，而氮素矿化势

却低于氮肥 $ 有机肥处理，说明放萍既可以提高土

壤中氮素含量，也可改变有机质（氮）的品质。

表 7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氮矿化势与全氮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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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 长期不同施肥措施影响了水稻土有机氮的数

量和品质，进而影响了水稻土供氮潜力（!$）

本试验条件下，经过 !" 年的培肥和水稻种植，

不同施肥处理不仅土壤有机质、全氮含量有了明显

差异，而且土壤中活性有机氮的比例也有了很大变

化。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施肥措施每

年向土壤中投入的物质不同，以及土壤有机质积累、

矿化程度不同所致。氮肥处理每年施入土壤的物质

仅为尿素，尿素施入土壤后降低了土壤的碳 #氮比值

（不施氮肥的 $ # % 比值为 &’("，氮肥的 $ # % 比值为

&’!"），加快土壤中有机物质分解，促进了土壤中有

机氮的矿化，因此，长期单施氮肥不仅降低了土壤有

机质（氮）的数量（表 !），而且也降低了氮矿化势 #全
氮的比例，即降低了土壤活性有机氮库的比例（表

)）。氮肥 * 有机肥处理每年施入土壤的物质除了与

氮肥处理等量的尿素外，还施入了大量的有机肥，这

不但向土壤中投入了大量的有机质，而且也投入了

大量氮素和其他营养元素，在长期淹水条件下，施入

土壤中的有机质分解缓慢，土壤有机质在逐渐累积

的同时，有机氮化合物也相应富集；另外，由于有机

质的施入，提高了土壤的碳 #氮比值（氮肥 * 有机肥

的 $ # % 比值为 !+’!(），土壤有机质分解较慢，因此，

长期氮肥与有机肥配施不仅明显增加土壤有机质

（氮的）数量，而且也提高了氮矿化势 #全氮比例，即

提高了土壤活性有机氮库的比例。氮肥 * 有机肥 *
放萍处理每年（!,,)!!,,, 年）施入土壤的物质除与

氮肥 * 有机肥处理相同外，还有“-./001”固氮菌体进

入土壤，由于“-./001”固氮菌体自身的固氮作用及其

生长繁殖，使土壤中全氮及有机质含量有所增加，但

由于“-./001”固氮菌体在其自身生命活动过程中需

要一定数量的氮素，除自身固定的氮素外，还会将土

壤中有效态氮转化为微生物体氮，形成部分难矿化

的有机形态氮。因此，在氮肥与有机肥配施的基础

上，接种“-./001”固氮菌体虽增加土壤有机质（氮）的

数量，但却降低了氮矿化势 #全氮的比例，即降低了

土壤 活 性 有 机 氮 库 的 比 例。这 一 结 果 与 周 卫 军

等［!2］研究认为“不施肥以及只施化肥措施会加速土

壤有机质的矿化和耗竭，土壤腐殖质品质变劣，氧化

稳定性增强；有机 3 无机相结合措施可强化土壤有

机质积累，改善有机质品质”的结论一致。

!"% 长期不同施肥措施不仅明显影响水稻土氮素

矿化势，也使水稻土有机氮的矿化速率发生改变

本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单施氮肥措施虽然水稻

土的供氮强度（ !）很大，但由于水稻土的供氮容量

（"+）小，淹水后，可供矿化的有机态氮的数量不多，

且在淹水后不久（约 ) 周），可矿化的有机态氮就几

乎释放殆尽（图 !），因此，长期单施氮肥措施水稻土

的供氮特点是可供有机氮量少且供应时间短暂；长

期氮肥与有机肥配施措施水稻土的供氮强度（ !）较

小，供氮容量（"+）大，供氮缓慢而持久，在水稻的生

长发育过程中能够不断地补充氮素。国内很多学者

的研究结果也都证明了这一点［!)3!4］。因此，要使水

稻土维持持续稳定的供氮能力，应在合理施用无机

氮肥的基础上，注意配施有机肥。

!"! 全面评价不同施肥措施水稻土的供氮能力

水稻土的供氮能力，一部分为水稻插秧前土壤

矿质氮的数量（即土壤初始矿质氮），另一部分则为

水稻插秧后土壤可矿化的有机氮的数量。从试验结

果可见，氮肥处理土壤有机质、全氮含量及氮矿化势

（"+）均小于不施氮肥处理。但土壤初始矿质氮结

果（表 !）却表明，氮肥处理土壤矿质氮含量明显高

于不施氮肥处理，且两处理土壤初始氮含量均明显

高于土壤氮矿化势（"+）。另外，从土壤初始矿质氮

结果还看出，( 种施肥处理土壤初始矿质氮含量均

较高且差异很大，其中以氮肥 * 有机肥处理为最高，

以不施氮肥处理为最低。若考虑土壤矿质氮数量，

不同施肥措施水稻土供氮能力的大小顺序与供氮潜

力的大小顺序不同，即为：氮肥 * 有机肥 5 氮肥 *
有机肥 * 放萍 5 氮肥 5 不施氮肥。因此，评价不同

施肥措施水稻土供氮能力时，不仅要考虑土壤矿化

氮的指标，同时也要考虑土壤矿质氮指标，这样才会

与农业生产实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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