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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平对 土磷素淋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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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渗漏池设施，研究了 & 个灌溉水平（,""、’"" 和 %!"" 2& C D2!）对 土磷素淋失的影响。结果表明，淋溶到

%!" B2 土体的磷量随灌溉量而增加，尤其是在耕层土壤 E5>8:1F 含量达到约 /" 2; C G; 时有明显增加，但渗滤液中磷

浓度在高灌溉时较低。在施化肥和有机肥条件下，各灌溉水平磷淋失的形态均以可溶性磷为主，& 个灌溉水平可溶

性全磷分别占总淋失磷量的 ,,H、/!H和 /)H；颗粒磷约为总磷的 &"H。可溶性磷中可溶性有机磷和钼酸盐反应

磷贡献各占约 )"H。适量施肥，控制灌溉量是防止磷素淋失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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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素的面源污染已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

地表水质，导致水环境恶化和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

因素。资料表明，太湖流域农田面源磷对水体磷的

贡献率高达 %’H［%］，美国农田面源排放的磷约占各

种污染源总排放磷量的 )"H［!］，水体污染问题已成

为环境研究的热点［&］。农田土壤中磷向地表和地下

水体迁移的主要途径包括地表径流、土壤侵蚀和亚

地表径流（淋失或渗漏）。由于土壤有很强的磷固定

能力，而磷肥主要施在耕层，含磷量很低的下层土壤

是一个吸持磷素的巨大的容量库，所以一般认为磷

沿土壤剖面垂直向下淋失的可能性不大或淋失并不

重要［($,］。但随着磷肥和有机肥的长期大量施用，

土壤磷素在耕层土壤大量累积甚至在一些局部地区

接近饱和，最终可能发生较强的淋溶，特别是在大量

施用有机肥时尤其如此［/$#］。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

"""""""""""""""""""""""""""""""""""""""""""""""""""""""""""""""
F53:V L7VU4V4S: 3:A \8UV454T8U IB48:B8



磷素淋失的形态一般为可溶性全磷（!"#$% &’()
("%*+& ,-"(,-"./(，简写为 !01）和颗粒磷（1$.#’2/%$#+
,-"(,-"./(，简写为 11），可溶性磷包括钼酸盐反应磷

（3"%45&$#+ .+$2#’*+ ,-"(,-"./(，简写为 361）和可溶性

有机磷（0’(("%*+& ".7$8’2 ,-"(,-"./(，简写为 091）。

有报道认为，磷素淋失主要以可溶性形态为主［:;<<］，

而另有报道则认为以颗粒态磷为主［<=;<>］。磷素主

要以何种形态迁移，取决于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

文地理因子、农作管理因子（如灌溉水平）等［<<，<?］。

目前国内外在施肥、土壤类型等对磷素淋失的影响

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但对不同灌溉水平的影响报道

极少。

大型渗漏池与各种各样的土柱模拟试验相比更

接近于田间实际情况；比较大田试验而言，更便于控

制实验条件，也使得收集土壤溶液更加容易和便捷，

因此是研究养分（溶质）运移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

段。本研究利用设在“国家黄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

测基地”的渗漏池群，研究 土大量施用有机肥导致

的土壤磷素快速累积条件下磷素能否淋出作物根区

以及不同灌溉水平对 土磷素淋失影响的程度和以

何种形态为主，以期为该地区磷肥和灌溉水资源合

理管理，有效防止农业非点源污染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国家黄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基地”

的渗漏池群上。该基地位于黄土高原南部的陕西省

“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渭河三级阶

地，海拔 @=?AB C，年均气温 <>D，年平均降水量 @@E
!FEE CC。渗漏池建于 <:G: 年，为钢筋混凝土结

构，内径 <EE 2C，深度 <=E 2C，为扰动回填土，按自然

土壤发生层次和容重分层装土，底部为石英砂颗粒，

其上覆盖一层石棉布，装有 1HI 管（直径为约 =A@
2C）导流并用容器承接收集渗滤液，到本试验开始

已历经 <@ 年种植，可以认为已基本接近自然土壤状

态。供试土壤属褐土类 土亚类，红油土属，厚层红

油土种，为粉砂粘壤土，黄土母质。试验为冬小麦 ;
夏玉米一年两熟制。试验开始时表层 E—=E 2C 土

壤有机质 <EA:= 7 J K7，全氮 EAG>= 7 J K7，全磷 EAF<
7 J K7，9%(+8)1 ?A= C7 J K7。自然土壤在 BB—<@@ 2C 处

有粘化层，剖面性质参见文献［<@］。

!"# 试验设计

本试验始于 =EE? 年 <E 月，设灌溉量为 FEE（当

地大田生产常用灌水定额）、:EE、<=EE C> J -C= > 个处

理水平；> 个处理施肥相同，施肥量为 L <GE K7 J -C=

（尿素，含 L ?FM）、1=9@ <?? K7 J -C=（过磷酸钙，含

1=9@ <FM）、<>@ # J -C=有机肥（牛粪）。化肥每季施，

有机肥每年在秋季小麦种植前一次施入；小麦季灌

溉 =!> 次，一般在 <= 月底冬灌一次，翌年 > 月春灌

一次，或根据天气在 @ 月补充灌溉一次。玉米季灌

溉 >!? 次，根据墒情而定。由于该深度只有 G 个渗

漏池，除了 <=EE C> J -C= 重复 = 次外，其余均重复 >
次。共种植 B 季作物，其中冬小麦 ? 季。

!"$ 渗滤液采集与分析

根据降水和灌溉不定期采集渗滤液，量其体积，

并取 ?EE CN 水样于当天分析或 ?D贮存。=EE? 年

<E 月至 =EEG 年 @ 月底共采样分析 >? 次。

取一定量渗滤液，经 EA=G!C 微孔滤膜过滤，用

钼锑抗直接显色分析［:］样品磷含量，所得结果为钼

酸盐反应磷（361），一般多为无机磷。全磷（!1）测

定用 一 定 体 积 未 经 过 滤 的 渗 滤 液，采 用 改 进 的

O.""K+( 等的方法［<F］，即：加入分析纯高氯酸（BEM
!B=M）= CN 和 EA=@ CN 饱和氯化镁溶液，高温消化

至近干，用 EAF C"% J N 稀盐酸 @ CN 加热溶解，然后用

钼锑抗法显色分析。取一定体积经过 EA=G!C 微孔

滤膜过滤的渗滤液，采用与全磷相同的方法消化测

定，所得结果为可溶性全磷（!01）。可溶性全磷与

钼酸盐反应磷的差值为可溶性有机磷（091）。全磷

与可溶性全磷的差值为颗粒磷（11）。

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用 P1PP 软件的 98+)Q$4
RL9HR 进行，<=EE C> J -C= 处理由于只有 = 次重复，

按缺省值对待。

# 结果分析

#"! 不同灌溉水平对渗滤液量和累积淋失全磷的

影响

不同灌溉条件下，各处理渗滤液和全磷累积量

在不同采样时间的变化（图 <）看出，累积渗滤液量

随灌溉水平的提高而升高，并且在试验初期差别较

小，随试验时间的延长差异逐渐变大。至最后一次

采样（=EEG 年 @ 月底），灌溉量为 :EE C> J -C= 渗滤液

累积总量达 <:>AG CC，较 FEE C> J -C= 处理（<=<AE
CC）处理增加了 FEA=M；而 <=EE C> J -C= 处理则高

达 =FFAF CC，分别比 FEE 和 :EE C> J -C= 处理提高了

<=EA>M和 >BAFM。累积淋失的全磷与渗滤液量有

相似的趋势，也随着灌溉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幅

度要小。<=EE C> J -C= 处理在前 => 次取样（前 @ 季

作物）和 :EE C> J -C= 处理相差很小；:EE C> J -C= 处

><<< 期 项大力，等：不同灌溉水平对 土磷素淋失的影响



图 ! 不同灌溉处理累积渗滤液量与累积全磷量的变化

"#$%! &’()$*+ ,- ./0/1(2#3* 1*(.’(2* ()4 56 ,- 2’* #77#$(2#,) 27*(20*)2+

理累积淋出 !"# $% 土层的渗滤液量自第 "& 次以后

才明显的高于 ’## %& ( )%" 处理，而累积淋出的磷量

则在第 * 次取样时就明显的高于后者。

898 不同灌溉水平对渗滤液中各形态磷浓度和累

积量的影响

不同灌溉水平土体中钼酸盐反应磷（+,-）、可

溶性全磷（./-）、颗粒磷（--）和可溶性有机磷（/0-）

等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淋 移（表 !）。灌 溉 量 为 !"##
%& ( )%"处理渗滤液中各个形态磷的浓度低于 ’## 和

*## %& ( )%" 处理；*## %& ( )%" 处理的变幅略高于

’## %& ( )%" 处理；各处理 +,- 的变幅总体上高于

/0- 和 --，后两者较接近（表 !）。

不同灌溉处理各形态磷累积量在不同采样次数

（时间）时的变化趋势（图 "）看出，各形态磷的淋失

量在试验开始阶段（第一季作物生长期）处理间差异

很小，后期则随灌溉水平的提高而升高，即：灌溉量

!"## %& ( )%" 处理 1 *## %& ( )%" 处理 1 ’## %& ( )%"

处理。& 个处理的 +,-（图 "2）和 --（图 "3）在前 "#
次没有差异，而后 !"## 和 *## %& ( )%" 处理明显高于

’## %& ( )%" 处理；而累积淋失的 /0- 在前 4 次（第

一季作物生长期）处理间无明显区别，之后则随灌溉

量的增加而明显升高（图 "/）。两个高灌溉水平处

理的 ./- 和 /0- 随试验时间的延长其累积淋失量

差异较大，但 +,- 和 -- 的差异较小。

表 ! 渗滤液中各形态磷的浓度（0$ : ;）

5(<1* ! 6’,+=’,7/+ .,).*)27(2#,)+ ,- 2’* -7(.2#,)+ #) 2’* 1*(.’(2*+

磷形态

- 567%8

灌溉量 977:;<=:6> <%6?>=（%& ( )%"）

’## *## !"##
平均 +@<> 变幅 ,<>;@ 平均 +@<> 变幅 ,<>;@ 平均 +@<> 变幅 ,<>;@

./- #A#4 #!#AB# #A#* #!#ABB #A#C #!#A&#
+,- #A#D #!#A&D #A#D #!#AB& #A#& #!#A"&
/0- #A#B #!#A!’ #A#B #!#A!* #A#& #!#A!!
-- #A#B #!#A"! #A#B #!#AD4 #A#& #!#A"#
.- #A!! #!#AB’ #A!" #!#A’# #A#* #!#A&"

注（E6=@）：+,-—钼酸盐反应磷 +6FGHI<= 7@<$=::J@ K)68K)67?8；./-—可溶性全磷 .6=<F I:886FJ@I K)68K)67?8；/0-—可溶性有机磷 /:886FJ@I
67;<>:$ K)68K)67?8；--—-<7=:$?F<=@ K)68K)67?8；.-—全磷 .6=<F K)68K)67?8L

89> 渗滤液中磷形态的比率及累积淋失量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土壤磷素淋失的主要形态，

表 " 列出了不同灌溉水平渗滤液中各形态磷的累积

淋失量以及其与累积淋失的全磷或可溶性磷量的比

率。淋失到 !"# $% 以下土体的磷大部分为可溶态

（./-），约占 ’’ABM!CBA*M，且随灌溉量增加而增

加。在 ./- 中 +,- 和 /0- 约各占一半；+,-、/0-

和 -- 分别占全部淋失磷总量的大概三分之一。灌

溉量为 *## 和 !"## %& ( )%" 处理的渗滤液中 +,- 较

’## %& ( )%" 处理高，而 ’## %& ( )%" 处理中 -- 占全

磷量的比率高于其他两个处理。可溶性磷在全磷中

的份额有随灌溉量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表 " 还看到，试验期间各形态磷的累积淋失量

均随灌溉量增加而增加，*## 和 !"## %& ( )%" 处理的

B!!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 卷



图 ! 不同灌溉处理渗滤液中各个形态磷累积量的变化

"#$%! &’()$*+ ,- ./0/1(2#3* (0,/)2+ ,- 2’* 4’,+4’,5/+ -5(.2#,)+ #) 2’* 1*(.’(2*+ /)6*5 2’* #55#$(2#,) 25*(20*)2+

表 ! 渗滤液中各形态磷累积淋失量及其在全磷

（可溶性磷）中的比率

7(81* ! 7’* (0,/)2+ ,- 2’* 9 -,50+ ()6 2’*#5 5(2#,+ 2,
79 ,5 7:9 #) 2’* 1;+#0*2*5 1*(.’(2*+

项目 灌溉量 !""#$%&#’( %)’*(&（)+ , -).）

!(/#012 344 544 6.44
789（$ , -).） ::;: < =;4 % 66=;: < 6>;6 ? 6:3;5 < +4;@ ?
789 , 79（A） 33;@ =6;3 =@;5
BC9（$ , -).） .:;= < 4;> % 3@;. < 6+;+ ? =@;: < 64;4 ?
BC9 , 79（A） +4;> +5;6 +:;3
8D9（$ , -).） +4;4 < =;+ % :+;> < 5;4 %? >+;: < 65;3 ?
8D9 , 79（A） +3;4 +.;> +5;5
8D9 , 789（A） :@;. @:;> :+;.
99（$ , -).） +4;> < 64;> % @@;5 < 5;4 % ::;. < 4;@ %
99 , 79（A） +3;5 .=;+ .3;@
79（$ , -).） >+;@ < 6.;+ % 63@;6 < .=;6 ? .45;@ < 6@;3 ?
79 , 9 #(E*&（A）6） 4;44= 4;46@ 4;46>

注（F’&1）：6）累积淋失全磷量占总投入磷量的百分比 7-1 E"’G

E’"&#’( ’H 0*)*I%&#J1 &’&%I E-’2E-’"*2 #( I1%0-%&1 &’ &’&%I E-’2E-’"*2 #(E*&；

数值后不同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A显著水平 K%I*12 H’I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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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和 BC9 显著高于 344 )+ , -). 处理（! O 4;4:），

但 544 )+ , -). 处理的 8D9 和 344 )+ , -). 处理没有

显著差异。+ 个处理的 99 均没有显著差别。试验

期间 + 个处理累积淋失的全磷量分别为 >+;@、63@;4

和 .45;@ $ , -).，544 )+ , -). 处理较 344 )+ , -). 处理

显著增加（! O 4;4:），而 6.44 )+ , -). 处理则达到极

显著水平（! O 4;46）。

图 + 看出，344 )+ , -). 处理 8D9、99 和 BC9 等

+ 个形态磷累积淋失量很接近，8D9 略高于 99 和

BC9（图 +P）。544 )+ , -). 处理在第 6 季作物以后

（第 : 次取样）8D9 高于 99 和 BC9；从第 .= 次取样

后 BC9 高于 99，甚至在最后几次取样时间的累积

量高于 8D9（图 +Q）。6.44 )+ , -). 处理也是在第 6
季作物种植后 8D9 开始明显高于其他形态；自第

.@ 次取样后 BC9 高于 99（图 +R）。

!<= 土壤剖面 >1+*) 9 的分布

图 @ 表明，经过 3 季作物的种植施肥，.44= 年玉

米收获后土壤耕层（4—.4 0)）DI21(G9 的分布已高于

=4 )$ , S$，平均每年大约增加 .4 )$ , S$；.4—@4 0)
土层也增加了约 3 )$ , S$，但在 4—644 0) 土壤剖面

中的各个层次，灌水处理间均没有显著差异。

? 讨论

水分运动和土壤磷素状况是决定土壤磷向土壤

深层移动的最基本的两个条件。本研究土壤渗滤液

量和灌溉量相一致，但移出土体的磷总量却并不完

全与渗滤液的趋势一致，尤其是 544 和 6.4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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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灌溉处理渗滤液中磷的各个形态累积量比较

"#$%! &’( )*+,-.#/*0 -+*0$ 1’( )2+23-1#4( ,’*/,’*.2/ 5.-)1#*0/ #0 1’( 3(-)’-1(/ 206(. 1’( #..#$-1#*0 1.(-1+(01/

图 7 不同灌溉处理 83/(09: 在土壤剖面的分布

"#$%7 &’( 6#/1.#;21#*0 *5 83/(09: #0 1’( /*#3 ,.*5#3(

206(. 1’( #..#$-1#*0 1.(-1+(01/

两个处理在第 ! 季作物之前（第 "# 次取样）全磷累

积淋失量基本接近，之后两处理间差异增大。其中

原因可能与较厚的土层可以贮存较多的灌水，造成

了试验前期 # 个处理淋出土体的渗滤液量没有差

异，因而磷总量也没有差异（图 $）；另外也可能是由

于土壤磷含量在此之前相对较低，处于临界点以下，

尽管渗滤液量有差异，但并未明显影响到磷移动的

总量。因为第 % 季作物收获后耕层土壤 &’()*+, 平

均为 -./- 01 2 31，第 - 季后为 4"/! 01 2 31，据此估计

第 ! 季作物收获后大体上在 45 01 2 31 左右，这较有

关报道的“转折点”高出约 $5 01 2 31［6，$47$.］，这也可

能是造成 ,, 和 89, 在前 ! 季作物期间相对平缓的

原因。在第 ! 季作物之后，也同样观察到 89, 和 ,,
累积量的一个“跃迁”式增加，表明磷淋失临界点的

形成。

不同灌溉水平磷素淋失的形态都以可溶性为

主，这与 :);3<=>? 等［6］在英国 @<A=BC=’3 长期肥料试

验地排水管（埋深 -! ;0）中排水的结果一致；也与

杨学云等［$$］的原状土柱模拟试验和张翠荣等［$6］用

盆栽试验所得结果也较一致。所不同的是，在模拟

试验中，可溶性 89, 随取样时间延长升高，平均

89, 占了淋失总量的三分之二［$$］，其原因可能是模

拟试验土壤长期处于高含水状态，水分与土壤作用

时间长，还有相对处于较强的还原条件下，所以估计

的结果可能会偏高。本试验以颗粒态磷淋失的比重

也较模拟试验大，这可能是渗漏池是回填土壤，和原

位土壤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所致，也可能与模

拟试验过高估计了可溶性磷降低了颗粒磷有关。

不同灌水处理都观察到了磷素被淋到 $"5 ;0
土体，尽 管 其 淋 失 总 量 不 到 施 入 土 壤 总 磷 量 的

5/5"D（表 "），没有任何农学意义；在短期内也不可

能通过土壤剖面的化学分析（如土壤全磷和 &’()*+,
等）而感知其移动和下层累积（图 %）。但是其平均

浓度却达到了 5/5# 01 2 E 以上，最高甚至达到了 5/-
01 2 E。而引发湖水富营养化的磷（,）的临界浓度只

有 5/5"!5/5#! 01 2 E［"57"$］。实际上，渗漏池试验有

可能低估了淋失量，因为本试验灌溉次数虽然较大

田稍多，但一方面由于渗漏池本身的“边际效应”，使

其土壤蒸发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土体在池的底部出

现断层和空气接触，而非自然土壤的连续体，从而失

去了自然土体中下层土壤的毛管作用，水分有可能

被空气“托”在底部不能下移。因而从渗漏池淋出土

体的渗滤液量就有可能低于自然条件下的淋失量。

尽管 $"55 0# 2 ?0" 处理的总淋失量高于其他两

个处理，但是其渗滤液中全磷和各形态磷的平均浓

度都较其他两个处理低，只有总渗滤液量高于 -55
和 655 0# 2 ?0" 处理，这可能是因为 $"55 0# 2 ?0" 处

理的部分土壤水是通过优先流途径下移的。比较而

言，水分和土体接触时间较短，因此溶解的土壤（肥

料）磷较低。

土壤磷的淋失或向下的淋移是一个缓慢的过

-$$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 卷



程，肥料和水资源的管理对磷的淋失有极其重要的

影响，因为水的管理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可控的，如强

降雨情况。因而加强磷肥特别是有机肥的管理，是

减少磷素淋失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地下水位较浅

地区，对于需水较多的作物，在肥水两方面都要加强

协调管理。

! 结论

通过 ! 季作物定位试验观察， 土磷素可以达

到 "#$ %& 土体以下，而且磷素淋失量随灌溉量而增

加，但高灌溉量处理渗滤液中各形态磷的浓度较其

他处理低。尤其是在土壤 ’()*+,- 含量达到约 !$
&. / 0. 时磷淋失量明显增加。目前试验条件下，

土磷淋失的形态以可溶性为主，占总淋失磷量的

1$2以上。肥料和灌溉的协调管理是减少磷素淋失

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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