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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长期定位施肥试验研究了 !& 年不同施肥处理水稻土中磷素形态及其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长期

不施肥的土壤无论是有机磷还是无机磷中有效磷含量均呈下降趋势，而有机 $ 无机肥配施的有机磷含量不仅高于

无肥处理而且还高于单施化肥的处理，并且有利于活性和中度活性有机磷含量的提高。对无机磷的影响，有机 $
无机肥配施不仅有利于提高 @1/A、*3/A 和 B>/A 的含量，而且对促进闭蓄态磷的活化效果明显。可见有机 $ 无机肥

配施可提高土壤有机磷含量和增加土壤无机磷有效形态的含量。另从土壤有效磷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分析可知：当

红壤稻田土壤有效磷含量在 !" 09 C D9 左右时，增施磷肥对水稻增产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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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是作物生长发育所需三大营养元素之一，磷

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和存在形态，直接影响对作物

的有效性。土壤中的磷分为无机磷和有机磷两大

类。&%?- 年张守敬等［&］提出土壤无机磷系统的分

级测定方法，将土壤无机磷分为 *3/A（磷酸铝盐）、

B>/A（磷酸铁盐）、@1/A（磷酸钙盐）和 ]/A（闭蓄态磷）

几种形态。李昌纬等［!］试验结果表明，磷酸一钙、二

钙和磷酸铝的有效性均很高，磷酸铁的有效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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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前三者，闭蓄态磷有效性更低。经长期施肥土

壤中各形态无机磷均有不同程度的累积。尹金来

等［!］研究了施用磷肥、有机肥等对石灰性土壤无机

磷形态转化及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磷肥

大大提高了土壤中 "#$ %&、"#’ %&、()*& 和 +,*& 含

量，有机肥与磷肥配合施用有利于土壤无机磷的积

累，对增加 -*& 也有一定作用。./01#2*"/), 法［3］将

土壤有机磷分为 3 组：!活性有机磷（4#56), /78#269
&），"中等活性有机磷（:/;,7#<,)= )#56), /78#269 &），

#中稳性有机磷（:/;,7#<,)= 7,>6><,2< /78#269 &），$高

稳性有机磷（?68@)= 7,>6><#2< /78#269 &）。曹翠玉等［A］

在黄潮土上的试验结果显示，在施用化肥的基础上

连年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磷各组分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其中活性、中等活性及中稳性有机磷提高的

较多，而高稳性有机磷提高的幅度较小。刘小虎

等［B］在沈阳地区棕壤上的长期定位试验结果表明：

施肥各处理土壤活性和中等活性有机磷含量和比例

均高于对照，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中等稳定性和

高稳定性有机磷组分与前两者相反。施用有机肥，

可以增加土壤有机磷各组分的含量，而化肥则促进

各组分的相互转化。另外在生产实际中，土壤速效

磷是指导施肥的指标。刘杏兰等通过定位试验发

现，有机肥与氮、磷化肥配施及单施有机肥的处理，

都能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氮、磷、

钾的水平，尤其是速效磷，其增量达到 $C’!DEC’
倍［F］。周卫军［’］的研究指出，在不施肥的移耕农业

施肥制度下，土壤有效磷含量明显下降，增施氮肥和

氮、钾肥后，加速了有效磷的下降，而有机 % 无机配

合施肥制在维持和提高土壤有效磷方面具有明显的

优越性。关于有机肥配施的比例对土壤磷的影响也

有很多人做过大量研究，其结果说明，有机肥处理的

耕层土壤全磷含量都会有所提高，并随有机肥投入

比例的增加而上升幅度加大［G%DD］，且年度递增幅度

加大［D$］。为了深入探讨不同施肥对红壤水稻田中

磷肥的消耗和积累、活化和钝化之间的关系，本文通

过长期定位肥料试验，研究了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

磷素含量及其形态的影响，以期为提高红壤性水稻

田土壤磷素含量及其有效性提供理论依据，为合理

施肥提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该长期定位试验始于 DG’D 年，地点在江西农业

大学试验基地网室内，供试土壤为第四纪红色粘土

发育的潴育性水稻土，肥力中上水平，质地属重壤

土，H? I BCA，有机质含量 !!CB 8 J K8，全氮 DCFG 8 J K8，
碱解 L GECE 18 J K8，速效磷 $EC’ 18 J K8，速效钾 ’FCE
18 J K8。

从 DG’D!$EE$ 年，供试水稻品种：早稻曾用广

陆矮 3 号、F! %EF、威化 3G、超丰早、G$ %3’、’A %ED 中

优 3E$、农大 $$’；晚稻曾用 EE$D、荆糯 B 号、籼优 B
号、LD$E 等。

!"# 试验设计

试验设 A 个处理：MD（无肥）；M$（单施化肥）；

M!%紫云英（早稻基肥，下同）N 化肥（简称紫 N 化）；

M3%紫云英 N 稻草（晚稻基肥）N 化肥（简称紫 N 草

N 化）；MA%紫云英 N 猪粪（晚稻基肥）N 化肥（简称

紫 N 粪 N 化）。田间微区面积为 DCE 1$，各处理 ! 次

重复，随机区组排列。

除无肥处理外，其他各处理 L、&$-A、O$- 用量

相等。DG’D! DG’B 年施 L $$A K8 J @1$、&$-A DD$CA

K8 J @1$、O$- $$A K8 J @1$；DG’F! DGGD 年 施 L $3E

K8 J @1$、&$-A D$E K8 J @1$、O$- $3E K8 J @1$；DGG$!

$EE$ 年 施 L $FE K8 J @1$、&$-A D!A K8 J @1$、O$- $FE

K8 J @1$。早、晚稻肥料各占一半，氮肥用尿素、磷肥

用钙镁磷肥、钾肥用氯化钾。有机肥为紫云英、早稻

稻草、猪粪。其中紫云英鲜草切细，做早稻基肥，施

用量 $$AEE!!EEEE K8 J @1$；稻草切细每公顷施 !EEE
K8（早稻稻草还田，折合干草），猪粪经堆沤每公顷施

DAEEE!$$AEE K8，均做晚稻基肥。有机肥养分含量

按每次的实际测定结果计算。按用氮量计算有机氮

和无机氮的比例，M$、M!、M3、MA 各处理分别为 E P DE；

3PB；A PA；B P 3。有机肥中磷、钾养分不足量用化肥

补足。早、晚稻肥料中磷肥均作基肥，氮、钾肥分基

肥、分蘖肥、穗肥三次施用，各期施用比例为 A P$ P!。

早稻每年 ! 月下旬播种，3 月底移栽，每小区 $A
蔸，每蔸 3 株，F 月下旬收割，全生育期 D$E ; 左右；

晚稻每年 B 月中下旬播种，F 月底移栽，每小区 $A
蔸，每蔸 3 株，DE 月下旬收割，全生育期 D$A ; 左右。

每年晚稻收割后取耕层（E—$E 91）土样，待样

品自然风干后磨碎，通过 D 11 和 EC$A 11 筛，用于

测定土壤各项农化性状。

!"$ 测定方法

土壤全磷用氢氧化钠熔融—钼锑抗比色法；土

壤有效磷用碳酸氢钠浸提法；无机磷形态测定参照

Q@#28 和 R#9K>/2 的方法［D］；有机磷形态参照 ./0*
1#2*"/), 的方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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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均采用 !"# 数据处理系统和 $%&’( 进

行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施肥对土壤全磷、有效磷含量和作物产量

的影响

由表 ) 可知，经过 *) 年的长期试验 +) 处理土

壤全磷含量以每年 ,-,,. / 0 1/ 的速度缓慢下降。其

他各施肥处理中全磷含量明显提高，其中 +* 处理提

高幅度最大，比试验前增加 ,-23 / 0 1/；有机 4 无机

肥配施处理也增加了全磷含量，+.、+2、+5 各处理比

试验前分别增加了 ,-2, / 0 1/、,-.3 / 0 1/、,-.6 / 0 1/ ，

经方差分析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且后十年（)33*
!*,,* 年）土壤全磷的增量明显高于前十年（)37*
!)33* 年）土壤全磷增量，其原因可能是试验过程中

每年都施用了足够的磷肥，而且 )33* 年磷素用量从

3, 1/ 0 89*增加到 ).51/ 0 89*，又因磷肥的利用率不

高［).4)2］，造成土壤磷的大量积累。这与他人［34))，)5］

研究结果，即有机肥处理的耕层土壤全磷含量都会

有提高相一致。而 +* 处理提高土壤全磷含量的作

用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单施化肥土壤粘粒对磷的

固定作用大，使施入的磷肥大量残留，且被固定的磷

不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也不容易被淋失而作为潜

在磷源保存起来。

表 # 不同处理对土壤全磷含量的影响（$ % &$）

’()*+ # ,--+./ 0- 12--+3+4/ /3+(/5+4/ 04 /6+ .04/+4/ 0- 702* /0/(* 8607860397

年份 :’;< +) +* +. +2 +5
)37) ,-.7 ;= ,-.7 >? ,-.7 &? ,-.7 &? ,-.7 &?
)33* ,-.5 ;>= ,-2* >? ,-25 >? ,-26 >? ,-25 >?
*,,* ,-.* >= ,-76 ;= ,-67 ;= ,-66 ;= ,-65 ;=

注（@AB’）：+)—无肥 @AC D’<BE(EF;BEAC；+*—化肥 GCA</;CE& D’<BE(EF’<；+.—紫云英 H 化肥 I8EC’J’ 9E(1K’B&8 H ECA</;CE& D’<BE(EF’<；+2—紫云英 H 稻草

H 化肥 I8EC’J’ 9E(1K’B&8 H <E&’ JB<;L H ECA</;CE& D’<BE(EF’<；+5—紫云英 H 猪粪 H 化肥 I8EC’J’ 9E(1K’B&8 H 9;CM<’ H ECA</;CE& D’<BE(EF’< N 数据后不同大

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O和 5O显著水平，下同。P;(M’J DA((AL’Q >R QEDD’<’CB &;SEB;( ;CQ J9;(( (’BB’<J ;<’ JE/CEDE&;CB(R QEDD’<’CB ;9AC/ B<’;BT

9’CBJ ;B )O ;CQ 5O (’K’(J，<’JS’&BEK’(RN +8’ J;9’ JR9>A( EJ MJ’Q DA< B;>(’ *，B;>(’ . ;CQ B;>(’ 2-

从图 ) 可知，+) 土壤有效磷含量在 )37)!)372
下降明显，随后下降趋于缓慢，继续不施肥，有效磷

含量几乎不下降，最终稳定在一定范围内，说明土壤

自身磷库可维持一定磷含量。长期定位施肥可以明

显提高土壤有效磷含量，且由于 +* 施用的化学形态

的磷肥量多，前 6 年（)37)!)377 年）其效果略高于

+.、+2、+5 各处理，使有效磷含量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从 )33,!*,,* 年分析结果可知，+5 有效磷含量比

图 # 长期定位施肥土壤有效磷动态变化

:2$;# <=4(52.7 0- 702* (>(2*()*+ 8607860397
941+3 *04$?/+35 -+3/2*2@(/204

+* 增加明显，+2 与 +* 不同年份互有高低，从均值来

看 +*（*.-3 9/ 0 1/）略大于 +2（*.-5 9/ 0 1/）。*) 年

施肥使土壤有效磷积累顺序为 +5 U +*!+2 U +. U
+)。若从有机 4 无机肥配施来看，其中配比中有机

肥含量越高的效果越明显，即 +5 效果最好，原因除

有机肥含磷量高外，该处理施用的猪粪中磷的有效

性高，据研究其有效性几乎与过磷酸钙相当［3］，所以

提高了土壤磷的有效性。

此外，从定位试验前 . 年（)37*!)372 年）和后

. 年（*,,,!*,,* 年）的均产和土壤有效磷的均值分

析得知（表 *），土壤有效磷对水稻产量（早、晚两季

产量，下同）有明显的影响。+) 处理后 . 年比前 .
年水稻平均产量下降了 *.-,2O，这与土壤有效磷

的下降（下降 ).-V2O）显著相关（< W ,-36.*，C W .）；

但与鲁如坤［)6］研究的红壤稻田土壤有效磷在 V!),
9/ 0 1/ 时水稻对磷肥反应不明显有所不同。

+* 和 +. 处理后 . 年比前 . 年水稻平均产量略

有降低，分别下降了 ,-53O和 )-5.O，但土壤有效

磷含量却增加了 53-7O和 25-2)O，可见当土壤有

效磷含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土壤有效磷的增加对水

稻增产效果不明显，这与鲁如坤［)6］研究的红壤稻田

6V,)5 期 卢志红，等：长期定位施肥对水稻土磷素形态的影响



土壤有效磷大于 !" #$ % &$ 时，一般作物不需施磷的

论点基本吻合。另外从 ’( 和 ’) 处理看出，后 * 年

的产量高于前 * 年，这可能与施肥配比中有机肥比

例的增加以及有机肥在提高有效磷的同时改善土壤

的理化性质及其他养分的有效性有关，但有待进一

步论证。从表 ! 还可获知，无论是前 * 年（+,-!!
+,-( 年）还是后 * 年（!"""!!""! 年）施肥各处理与

无肥处理相比，水稻产量和土壤有效磷的差异均达

极显著水平，而且后 * 年（!"""!!""! 年）产量还反

映出 ’(、’) 处理与 ’! 处理差异显著。

表 ! 不同处理土壤有效磷和水稻产量的变化

"#$%& ! "’& (’#)*&+ +,-% #.#-% /’,+/’,01+ #)2 0-(& 3-&%2 ,4 2-44&0&)5 50&#56&)5+

处理

’./01 2

+,-!!+,-(3. !"""!!""!3.
产量 45/67

（&$ % 8#!）

有效磷 9:056 2 ;
（#$ % &$）

产量 45/67
（&$ % 8#!）

有效磷 9:056 2 ;
（#$ % &$）

’+ <=,<>) ?@ +)>( A@ )!*">) 7@ +*>* ?@
’! +"=)->" 09 +,>, 0?9 +"<,(>, A9 *+>- 09
’* ++")*>) 09 +,>< ?9 +"--(>" ?A9 !->) 09
’( +",+( 09 !">" 0?9 ++)+(>" 09 *">( 09
’) +"-*" 09 !!>+ 09 ++(*=>= 0?9 **>= 09

!7! 不同施肥对土壤有机磷形态的影响

!+ 年不同施肥条件下，该红壤性水稻土各处理

的有 机 磷（见 表 *）主 要 形 态 为 中 等 活 性 有 机 磷

（BCD;），占有机磷总量的 <*>+(E!<,>--E，其次

为中 等 稳 定 性 有 机 磷（BFD;），占 有 机 磷 总 量 的

+*>,,E! !">*(E，高 度 稳 定 性 有 机 磷（GFD;）占

++>"=E!+(>,*E，含量最少的为活性最高的活性有

机磷（CD;），仅占有机磷总量的 *><*E!)>+<E。与

’+ 相 比，’! 处 理 增 加 土 壤 中 有 机 磷 含 量 !,>+(
#$ % &$，’*、’(、’) 各 处 理 分 别 比 ’+ 提 高 ((>,-
#$ % &$、)!>=) #$ % &$、=">!* #$ % &$，与 ’+ 差 异 极 显

著。有机 H 无机肥配施处理的有机磷含量高于单施

化肥的处理，’*、’(、’) 各处理有机磷含量分别比 ’!
高 +)>-( #$ % &$、!*>< #$ % &$、(+>", #$ % &$，差异显著，

其中 ’) 的作用效果最好，证明长期有机 H 无机肥配

施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土壤有机磷库。

有机 H 无机肥配施有利于土壤活性有机磷含量

的提高（表 *），连续施肥 !+ 年后，’!、’*、’(、’) 各处

理的 CD; 含 量 分 别 比 ’+ 增 加 ">)! #$ % &$、*><!
#$ % &$、(>*+ #$ % &$、)>,< #$ % &$，且 ’*、’(、’) 与 ’+
差异极显著。’!、’*、’(、’) 各处理的 BCD; 含量分

别 比 ’+ 增 加 ++>=- #$ % &$、!+>*) #$ % &$、!->=<
#$ % &$、*+><( #$ % &$，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处理的

CD; 和 BCD; 仅比 ’+ 有微小提高，而 GFD; 的含量

却在各处理中最高，证明化肥在活化土壤有机磷的

作用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有机 H 无机肥配施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有机磷的活性，尤其是 ’) 处理，

增加土壤 CD;、BCD;、BFD; 的效果最佳，这可能是

由配施猪粪中磷的特性决定的。

表 8 !99! 年不同形态有机磷的含量

"#$%& 8 "’& (,)5&)5+ ,4 .#0-,1+ 4,06+ ,4 +,-% ,0*#)-( /’,+/’,01+ -) !99!
处理

’./01 2
CD;

（#$ % &$）
CD; % ’D;
（E）

BCD;
（#$ % &$）

BCD; % ’D;
（E）

BFD;
（#$ % &$）

BFD; % ’D;
（E）

GFD;
（#$ % &$）

GFD; % ’D;
（E）

’D;
（#$ % &$）

’+ =>*, A@ *>,! +*+>=( 7I <,>-- !<>*= 7J +*>,, !*>"! 0 +!>!+ +-->) 7J
’! =>,+ A@ *><* +(*>!) AJ <)>-+ *(>"+ A7@J +)><! *!>(, 0 +(>,* !+=>= A@
’* ++>"+ ?9@ (>=! +)*>", ?@ <)>)< (*>)< ?9@ +-><< !)>-( 0 ++>+" !**>) ?A9@
’( ++>=" 0?9 (>-) +<">)" 09@ <<>!+ (+><+ ?A9@ +=>!) !=>() 0 ++>*- !(+>* ?9@
’) +*>*) 09 )>+< +<*>*- 09 <*>+( )!><* 09 !">*( !,>*, 0 ++>*< !)->- 09
. ">=((* ">,+<"! "><<<, ">+--" ">,"<*!

注（KL1/）：CD;—活性有机磷 C0?56/ L.$0M5A N8LON8L.LPO；BCD;—中等活性有机磷 BL7/.01/63 60?56/ L.$0M5A N8LON8L.LPO；BFD;—中等稳定性有机

磷 BL7/.01/63 O10?6/ L.$0M5A N8LON8L.LPO；GFD;—高稳定性有机磷 G5$863 O10?6/ L.$0M5A N8LON8L.LPO；’D;—有机磷总量 ’L106 L.$0M5A N8LON8L.LPO；.—与

有效磷的相关系数 ’8/ AL../6015LM AL/QQ5A5/M1 LQ 0:0560?6/ ; 0M7 L.$0M5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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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土壤有机磷与有效磷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 #$%#&’!（( " )），其中 *+,-
是土壤有机磷对有效磷的主要贡献者，本试验结果

表明，*+,- 与有效磷含量成显著正相关，其相关系

数为 #$%.&#!（( " )）。而 +,-（ ! " #$/00’）、*1,-（!
" #$&&&%）、21,-（ ! " #$.33#）与有效磷含量呈正相

关，但相关性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有机磷中的

*+,- 是土壤重要的有效磷源，而有机肥的施用有

助于 *+,- 含量的增加，所以加强土壤有机磷库的

建立，应该重视有机肥料的施用。

!"# 不同施肥对土壤无机磷含量的影响

经 4. 年长期定位施肥试验后，该红壤性水稻土

中无 机 磷 含 量 最 高 的 是 567-，占 无 机 磷 总 量 的

0.$’/8! &4$&#8。 其 次 为 ,7-，占 .3$#&8!
)#$4#8，再次为 9:7-，占 0$&’8!.4$.38，仅有少量

的 ;<7- 存在，占 ’$/38!)$0.8（表 0）。

与 =. 相比，=4、=’、=0、=) 各处理增加土壤中

9:7- 含量分别为 ’.$0/ >? @ A?、’.$’& >? @ A?、’.$%/
>? @ A?、’4$/. >? @ A?。有机 B 无机配施处理的 =’ 、

=0、=) 的 9:7- 含量与 =4 没有显著差异。

土壤 567- 含量，=4、=’、=0、=) 分别比 =. 提高

.40$4. >? @ A?、.##$.’ >? @ A?、%)$.) >? @ A?、.40$4.
>? @ A?。与 =4 比较，配施有机肥的处理均未提高 567
- 含量，=’ 的 567- 减少 4)$&. >? @ A?，=0 减少 4%$3/
>? @ A?，=) 的 567- 含量与 =4 没有差异。4. 年施肥

比不施肥处理提高了土壤 ;<7- 含量，=4 比 =. 增加

.#$/0 >? @ A?，=’、=0、=) 各处理分别比 =. 增加 3$0%
>? @ A?、)$## >? @ A?、3$3/ >? @ A?，差异极显著。有机

B 无机肥配施后，;<7- 含量均低于施化肥的 =4 处

理，=’、=0、=) 各处理分别比 =4 降低了 .$)3 >? @ A?、
)$0/ >? @ A?、.$3/ >? @ A?，但差异不显著。

表 $ !%%! 年土壤不同形态无机磷的含量

&’()* $ &+* ,-./*./0 -1 2’34-50 1-360 -1 0-4) 4.-37’.4, 8+-08+-350 4. !%%!

处理

=!6<C D
=E-

（>? @ A?）
9:7-

（>? @ A?）
9:7- @ =E-
（8）

567-
（>? @ A?）

567- @ =E-
（8）

;<7-
（>? @ A?）

;<7- @ =E-
（8）

,7-
（>? @ A?）

,7- @ =E-
（8）

=. 0.)$00 F; .%$4’ FG 0$&’ ./.$33 H; 0.$’/ .)$&% I; ’$/3 4#3$&0 <9 )#$4#
=4 0%.$#3 <9 )#$/# <9 .#$’4 4%&$#% <9 &#$4% 4&$0’ <9 )$’3 ../$3& FG 40$##
=’ 0)4$0’ F9G )#$&# <9 ..$.3 4/4$#. IG &#$.4 40$.3 <9G )$’0 .#)$&0 IG 4’$’)
=0 04&$)% FIG ).$%) <9 .4$.3 4&/$#’ IG &4$&# 4#$&% FG 0$3) 3&$%’ H; 4#$’3
=) 0)’$/% F9G ).$4# <9 ..$43 4%&$#% F9G &4$4) 40$)& <9 )$0. 3.$%0 H; .3$#&
! #$%&03!! #$%&))!! #$)/44 B #$%40)!!

注（JKC6）：=E-—无机磷总量 =KC<: IK(C6(C KL M(K!?<(MI NOKPNOK!KQP；!—与有效磷的相关系数 =O6 IK!!6:<CMK( IK6LLMIM6(C KL <R<M:<F:6 NOKPNOK!KQP <(H

M(K!?<(MI -（( " )）D

土壤中 ,7- 含量的变化与 ;<7-、567- 不同，=.
由于长期不施肥，土壤中的 ,7- 含量上升为主导地

位，主要原因可能是 567-、9:7-、;<7- 的有效化比 ,7
- 高，消耗快，而使 ,7- 含量相对上升。有机 B 无机

肥配施比单施化肥降低了土壤 ,7- 含量，与 =4 比

较，=’、=0、=) 各处理 ,7- 含量分别降低了 .4$44
>? @ A?、’#$%’ >? @ A?、’)$%4 >? @ A?，差异显著，说明有

机 B 无机肥配施促进了闭蓄态磷的释放，其效果为

=) S =0 S =’。

红壤性水稻土中，无机磷有效性最高的组分是

567-，与有效磷相关系数 ! " #$%&))!!（( " )），其次

为 9:7-，与有效磷的相关系 ! " #$%&03!!（( " )），二

者均与有效磷呈极显著正相关。;<7- 与有效磷相

关性明显降低，! " #$)/44（( " )），,7- 则与有效磷含

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 B #$%40)!!（( " )）。

# 讨论与小结

.）关于有机肥料如何提高土壤磷的有效性的

问题，周广业等研究认为［.3］，有机物料除能够直接

增加有效磷外，还能够减弱土壤矿物粘粒对磷的固

定，而单施化肥无此作用。另外赵晓齐，鲁如坤的研

究也表明，有机肥料可以显著活化土壤本身的磷，并

能减少磷的吸附，前者是由于有机肥分解所产生的

有机酸，后者是由于有机肥中碳水化合物对吸附位

的掩蔽［.%］。本试验结果也表明，施肥可提高土壤有

效磷含量，且长期定位施肥中有机 B 无机肥配施比

单施化肥提高有效磷的作用更显著。

4）从本试验结果分析可得出：当红壤稻田土

壤有效磷含量在 4# >? @ A? 左右时，增施磷肥对水稻

增产效果不明显，这时可考虑减少磷肥施用量，甚至

%&#.) 期 卢志红，等：长期定位施肥对水稻土磷素形态的影响



可不施。但在大田或其他土壤上，还需进一步验证。

!）本试验结果表明，长期定位施肥可明显提高

红壤性水稻土中有机磷的总量，各处理有机磷各形

态含量的次序为中等活性有机磷（"#$%）& 中稳性

有机磷（"’$%）& 高稳性有机磷（(’$%）& 活性有机

磷（#$%）。有机 ) 无机肥配施的有机磷含量高于单

施化肥的处理，并且有利于活性和中度活性有机磷

含量的提高，其中以早稻施紫云英，晚稻施猪粪处理

效果最佳。

*）据相关研究，+,-%、./-% 和 01-% 是植物能利

用的磷素形态［23］，本试验中，施肥有利于提高 +,-%、

./-% 和 01-% 的含量，尤其是有机 ) 无机肥配施对促

进闭蓄态磷的活化效果明显，这与章永松等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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