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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Sc·ience

长期不同施肥对南方黄泥田水稻子粒品质性状与
土壤肥力因子的影响

王飞，林诚，李清华，何春梅，李昱，林新坚。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福建福州350013)

摘要：在福建黄泥田长期定位施肥试验的第26年，研究了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子粒品质性状与土壤肥力因子的影

响。结果表明，化肥+牛粪(NPKM)、化肥+秸秆还田(NPKS)及单施化肥(NPK)处理的水稻子粒必需氨基酸含量

分别较不施肥(CK)处理提高25．6％、16．1％、13．1％，差异显著；粗蛋白与淀粉含虽则分别提高1．11～1．41与

2．3～3．9个百分点，均以NPKM处理增效最为突出。各施肥处理显著提高了子粒氮、磷含量，升幅最高的NPKM

处理分别比CK提高26．1％、31．1％，且提高了子粒钙、镁、硫中量元素含量。子粒氮、磷、镁、硫含量与氨基酸呈显

著正相关，子粒氮、钙、硫含量与淀粉旱显著正相关。3个施肥处理均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及有效养分含量，并以速效

钾的增加最为明显。此外，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等肥力因子与子粒氨基酸、淀粉品质性状均呈显著正相关；

土壤碱解氮和子粒氮含量与土壤速效磷及子粒磷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综合考虑施肥对水稻产量、品质性状与稻

田土壤肥力的影响，以NPKM处理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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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ng-term fertilization on rice grain qualities and soil fertility factors

in yellow paddy fields of southern China

WANG Fei。LIN Cheng，LI Qing-hua，HE Chun—mei，LI Yu，LIN Xin-jian。

(Institute ofSoil and Fertilizer，fujian Academy ofAgdcuzturd Sciences，Fuzhou，Fujian 350013，China)

Abstract：Based on data collected at the 26th year of a long·term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in the yellow paddy in Fu—

jian，w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long·term fertilization regimes on the characters of rice grain quMity

and the factors of soil fertility．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No fertilization，CK)，total essen—

tim amino acid contents of rice grain in the treatment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plus eatde manure(NPKM)，chemical

fertilizer plus蝴(NPKS)and chemical fertilizer(NPK)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5．6％，16．1％and

13．1％respectively．Contents of coarse protein and starch are also 1．11-1．41 and 2．3—3．9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respectively，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found in the NPKM treatment．Likewise，the N and P contents

of rice grain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NPKM，NPKS，NPK treatments compared with the CK，particularly with

an increase of 26．1％and 3 1．1％in the NPKM treatment．Moreover，the Ca，Mg and S contents of rice grain in

the NPKM treatment are increased as well compared诮t}l the CK treatment．The amino acid content of rice grain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N，P，Mg and S contents of rice grain，and the starch content of rice

grain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N，Ca and S contents．Soil organic matter and nutrient availa—

bility(particularly K)are increased in the NPKM，NPKS and NPK treatments compared访t}l the CK．Further-

more，the key fertility factors including soil organic matter，available N and available P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一

收藕日期：2010州一18 接受日期：2010-10—26

基金项目：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201003059--04)；福建省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2010R1024--4)；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2009J01204)；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青年创新基金(2009QA-7)资助。

作者简介：王飞(1976一)，男，福建福州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土壤资源评价与持续利用研究。E·n柚il：dlkf@rip．163．corn

·通讯作者E-mail：xinjiardin@163．net

万方数据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17卷

tively correlated with amino acid and starch contents of rice grain，and soil available N and available P ale signifi-

canf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 content and P content of rice grain，respectively．In conclusion，the NPKM

treatment is the best fertilization regime for yellow paddy fields，considering overall effects of fertilization on rice

yield，grain quMity and soil fertility．

Key words：long·term fertilization；yeBow paddy；rice；quality；soil fertility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粮食单产的1／2、

总产的1／3来自化肥的贡献。如果停止施用化肥，

全球作物产量将减产50％【lJ。一些长期定位试验

表明，至少是在温带湿润地区，长期持续地施用化肥

可保持禾谷类作物持续高产怛J。就作物品质而言，

小麦子粒品质形成不仅与基因型密切相关，更受生

态条件的影响，其中地力条件与肥料运筹对品质的

影响极为显著o¨J。我国南方是水稻的主产区，占

全国水稻总播种面积的90％以上∞J。而黄泥田是

广泛分布于南方省份的一种典型渗育型水稻土，仅

福建省面积就达32．5万公顷，占全省水稻土面积的

30．4％【7 J。该水稻土多分布在低山丘陵缓坡地，以

心土层呈灰黄色，锈斑不甚明显为主要特征。通常

水分供应不足，磷、钾养分缺乏，属中低产水稻

田旧J。目前，长期施肥措施对水稻产量及土壤肥力

的影响研究较多∞争10J，而长期施肥对水稻子粒品质

影响以及品质与土壤肥力的关系研究尚少见报道。

为此，本研究在福建黄泥田26年水稻肥料定位试验

的基础上，研究比较了长期单施化肥、化肥与秸秆

或牛粪配施对水稻子粒品质及相关土壤肥力因子的

影响，旨在揭示长期施肥与水稻子粒品质、子粒品

质与土壤肥力的关系，为南方水稻高优栽培及稻田

培肥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设计

试验设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野外观测站红壤肥

力与生态环境福州站长期监测试验田(闽侯县白沙

镇，东经119。04’10”，北纬26013’3l”)。成土母质为

低丘红壤坡积物，海拔高度15．4 m。土壤类型为黄

泥田。试验区年平均温度19．5℃，年均降雨量

1350．9 mm，年日照时数1812．5 h，无霜期3ll d，

≥10℃的活动积温6422℃。试验前(1983年)耕层

土壤pH 4．90，有机质含量21．6 g／kg，碱解氮141

mg／kg、速效磷24 mg／kg、速效钾41 mg／kg。

试验设4个处理：1)不施肥(CK)；2)单施化

肥(NPK)；3)化肥+牛粪(NPKM)；4)化肥+全部

稻草回田(NPKS)。每处理设3次重复，小区面积

12 m2。每季施用化肥量为N 103．5 kg／hm2、P：O，27

kg／hm2、K20 135 kg／hm2。牛粪养分含量为有机质

394．2 g／kg、N 15．8 g／kg、P205 8．8 g／kg、K20 11．7

g／kg，每茬施用量3750 kg／hm2，稻草养分含量为有

机质647．4 g／kg、N 11．0 g／kg、P20s 3．8 g／kg、K20

20．4 g／kg，施用量为上茬稻草全部回田。氮、钾化

肥的一半作基肥，一半作分蘖追肥，磷肥全部作基肥

施肥。供试化肥分别用尿素、过磷酸钙、氯化钾。试

验地1983～2004年均种植双季稻，2005年始种植

单季稻。2008年水稻品种为“宜香优2292”。当年

6月26日插秧，10月10 13收割。各处理除施肥外，

其它管理措施一致。

1．2测定项目与方法

2008年水稻收获后取每个重复小区的水稻子

粒于1050C杀青15min，650C烘干24h至恒重。供氨

基酸、淀粉、蛋白质、矿质营养元素的分析。

氨基酸按GB／T5009．124—2003食品中氨基

酸的测定方法；淀粉根据GB／T5009．9—2003食品

中淀粉的测定方法；粗蛋白根据凯氏定氮法测定，

N含量乘以系数5．95得蛋白质含量；子粒磷、钾、

钙、镁、硫按常规方法测定。水稻收获后取各处理

重复土样，测定土壤化学性状，按常规方法分析测
古[11]
^匕 O

试验数据用DPS统计方法进行分析¨2|。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处理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黄泥田长期定位施肥的第26年，NPK、NPKM、

NPKS处理的水稻子粒产量比CK分别增产62．7％、

77．2％、71．3％；稻草产量分别增产75．5％、

102．1％、96．0％，均达到极显著差异(P<0．01)水

平。与NPK相比，NPKM与NPKS处理的子粒产量

分别增加8．9％与5．2％，稻草产量分别增加15．1％

与11．7％，均差异显著(P<0．05)。但NPKM与

NPKS处理的子粒产量与稻草产量均无显著差异

(表1)。说明南方黄泥田化肥与牛粪或稻草长期配

施，其增产效应明显优于单施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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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le 1

不同处理对水稻产量的影响(kg／hm2)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regime8

on the rice yield

注(Note)：数值后不同小、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5％和1％显著水平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m81]and capital letters

between treatments mⅢ《缈ifjcant at 5％and l％levels．

2．2不同处理对水稻子粒氨基酸、淀粉、蛋白质含

量的影响

水稻子粒17种氨基酸含量变化(表2)看出，除甲

硫氨酸、酪氨酸、胱氨酸外，各施肥处理均显著提高了

子粒氨基酸含量，并以谷氨酸含量增加最为明显，分别

比CK提高o．17～o．3个百分点。NPKM、NPKS、NPK

处理的子粒必需氨基酸总量分别较CK提高25．6％、

16．1％、13．1％，均达到显著差异水平，总氨基酸含量也

表现出相似的规律。其中NPKM处理的必需氨基酸含

量较NPK与NPKS分别提高11．1％与8．2％，差异显

著，而NPK与NPKS间无明显差异；总氨基酸含量

NPKM处理较NPK提高11．8％，但与NPKS处理无显

著差异，NPKS与NPK处理问也无显著差异。

表2不同处理对水稻子粒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regimes on the content of amino add of rice grain

注(Note)：TEAA～必需氨基酸总量‰al e嗷ntial amino acid c—tent(包括苏氨酸、缬氨酸、甲硫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

Includes Thr，Val，Met，lle，Lea，Phe and Lys)；T从一总氨堆酸Total amino add content．数值后不问小、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

和1％显著水平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between treatment$mean significant at 5％and l％levels，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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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施肥均提高了子粒的粗蛋白含量与淀粉含

量(表3)，其中粗蛋白含量较CK提高1．11～1．41

个百分点，达极显著差异水平，但不同施肥处理间无

显著差异；淀粉含量分别较CK提高2．3～3．9个

百分点，其中NPKM及NPK处理的淀粉含量显著高

于CK，而施肥处理间的淀粉含量无显著差异。结果

表明，无论是长期化肥单施还是化肥与牛粪或秸秆

表3不同处理对水稻子粒淀粉、粗蛋白含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regimes OH the

contents of starch and coarse protein of rice grain

注(Note)：数值后不同小、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问差异达

5％和l％显著水平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nlall and capital letters

k栅嘲m蛐ents mean significant at 5％and 1％levels．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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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施，相对于长期不施肥处理，均显著提高了水稻子

粒必需氨基酸含量与总氨基酸含量，并明显增加子

粒粗蛋白、淀粉含量以及相应单位面积的累积总量，

而其中又以化肥与牛粪配施增效最为突出。

2．3不同处理对水稻子粒矿质养分含量的影响

子粒的矿质元素含量也是子粒营养品质指标之

一。由图l可知，NPKM、NPKS、NPK处理的子粒氮

含量分别较CK提高26．2％、20．7％、24．0％，差异

极显著，而不同施肥处理间无显著差异；磷含量分

别提高31．2％、10．4％、9．9％，其中NPKM处理极

显著高于CK，显著高于NPK及NPKS处理，这与周

卫军等稻田系统内有机物料循环再利用促进水稻对

磷的吸收，增加水稻各生育期茎叶与子粒的磷含量

结果较为一致¨3I。不同施肥处理的子粒钾含量较

CK虽略有提高，但未达到显著水平。长期低钾胁迫

下的CK处理，子粒钾含量仍保持较高水平，可能与

供试水稻品种较强的耐低钾能力有关。

NPKM、NPKS、NPK处理的子粒钙含量分别较

CK提高30．2％、18．9％、25．3％，差异极显著。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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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不同处理对水稻子粒矿质养分含量的影响

rlg．1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ertion regimes on the contents of mineral nutrient of rice grain

[注(Note)：柱上不同小、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间差异达5％和l％显著水平

Differen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above the bars meAln significant at 5％and l％levels，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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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间NPKM处理的子粒钙含量较NPl(S提高

9．5％，差异显著；NPKM、NPKS、NPK处理的子粒硫

含量分别较CK提高34．5％、23．3％、34．8％，其中

NPKM、NPK与CK差异达显著水平，而不同施肥处

理间的子粒硫含量无明显差异。各施肥处理子粒镁

含量较CK增加3．2％～6．5％，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相关分析(表4)表明，子粒不同矿质养分含量

存在良好的相关性，其中子粒氮与磷含量、磷与钾含

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氮与钙含量以及钙与硫含量呈

显著正相关。另外，子粒氮、磷、镁、硫含量与氨基酸

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子粒氮、钙、硫含量与淀粉含

量均呈显著正相关，氨基酸与淀粉含量也呈极显著

正相关。一些研究表明，某些营养元素的吸收与干

物质累积或产量显著相关014-16]，本研究结果则进一

步显示子粒矿质养分的吸收也与氨基酸、淀粉等品

质指标密切相关。

表4子粒矿质养分含量与氨基酸、淀粉的相关性

Table 4‘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contents of mineral nutrients。starch and alnino acid of rice grain

注(Note)：TE从一必需氨基酸总量Total essential amino acid content(包括苏氨酸、缬氨酸、甲硫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

Includes Thr，Val，Met，lie，Leu，Phe and Lys)；T^A一总氨基酸Toted amino acid content．}<5％；}}<l％(n=12)．

2．4不同处理对稻田肥力因子的影响

由表5可知，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均提高了土壤

养分含量，与CK相比，有机质增幅17．5％～

37．4％，碱解氮增幅22．0％～39．1％，速效磷增幅

27．3％～197．8％，速效钾增幅148．9％～454．2％；

交换性钙增幅8．5％～48．3％；交换性镁除单施化

肥处理外，增幅为2．0％～2．7％，有效硫增幅

11．9％～25．7％。不同施肥处理间以NPKM培肥

地力总体最为明显，与NPK相比，土壤有机质、碱解

氮、速效磷、交换性钙、交换性镁、有效硫分别提高

15．7％、14．0％、133．9％、36．6％、16．3％与12．3％，

但速效钾含量低于单施化肥，其原因除了有机无机

肥配施水稻产量显著高于单施化肥而移走较多的土

壤钾素外，还可能是因为试验初始设计时的化肥钾

用量水平相对较高(K，0 135 kg／hm2)，在补充牛粪、

秸秆有机物料的条件下，富余的有效钾一部分进入

矿物晶体内部而被固定，一部分则随径流流

失¨卜18]。值得一提的是，单施化肥处理的土壤交换

性镁含量与CK相比呈降低的趋势，这与施肥对土

壤交换性钙、有效硫的影响不一，可能是长期化肥单

施导致镁素摄入不足，因而土壤交换性镁含量相对

较低，甚至低于CK，而化肥与牛粪或秸秆配施处理，

每年均补偿了土壤镁等中微量营养元素的亏缺，故

交换性镁含量相对较高。对钙与硫，由于供试磷肥

采用过磷酸钙，施用化肥的同时也补偿了土壤钙与

硫素，从而使单施化肥处理的土壤钙与硫含量仍高

于CK。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传统施磷肥在平衡土壤

养分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6表明，部分土壤肥力因子与子粒氨基酸、

淀粉存在相关性，如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

与氨基酸、淀粉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交换

性钙和淀粉、氨基酸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显然，土

壤有机质、氮、磷养分等状况的改善促进了子粒品质

的提高。另外，子粒氮与磷含量与相应的土壤碱解

氮及速效磷含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子粒氮含量与

土壤碱解氮的回归方程为Y=0．0031x+o．415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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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NPK

NPKM

NPKS

22．92±1．58 c 165．49±268 c 4．10±1．87 b 32-64±6．31 b 444．46土吣83 bB 87．29±11-31 abA

26．92±1．79 b 201．86±14．19 b 5．22-1-1．05 b 180．90±96．76 a镐223±42．89 bAB 77．07±4．42 bA

3l-15士1．29 a 23cL 19-t-6．14 a 12．21±1．48 a 81．25+21．98 b 658．96±45．70 aA 89L62±o．52 aA

31．50±0．95 a 221．02±13．49 ab 5．88±o．23 ab 106．77±25．87 ab 612．73±90．94 aAB 89．00±4 53 aA

1．09±0．43 b

1．22±o．20 ab

1．37-t-o．14 a

1．28±0．42 a

注(Note)：数值后不同小、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处理I．H】差异达5％和l％显著水平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8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between

treatments mean signiflcant at 5％and l％levels．respectively．

表6土壤肥力因子与子粒氨基酸、淀粉含量的相关性

Table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soil available nutrients，starch and anlino acid contents of riee grain

注(Note)：TEAA一必需氨基酸总量Total essential amino acid content(包括苏氨酸、缬氨酸、甲硫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

Includes Thr，Val，Met，Ile，Leu，Phe and Lys)；TAA一总氨基酸Total amino acid content．·<5％；}}<1％(乃=12)．

0．801一(ro ol=0．708，n=12)；子粒磷含量与土壤

速效磷的回归方程为：Y=0．007x+0．2062，r=

0．801一(r0倒=． ，= )，而其它土壤速效养．0708 n 12

分与子粒相应的养分含量未达到显著相关。说明一

定浓度范围内，南方黄泥田耕层土壤碱解氮与速效

磷含量对水稻子粒的氮、磷营养影响较大。

3讨论与结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粮食产量

的增加，农业生产正从单一高产为目标向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等方面转变，通过科学施肥来提高农

产品品质备受人们关注¨9。驯。有报道认为，长期施

NPKM和NPK肥提高了玉米子粒中蛋白质、氨基酸

含量，同时还提高了子粒中的粗脂肪和粗灰分含

量旧1|。本研究表明，福建黄泥田上26年施肥处理

(NPK、NPKM、NPKS)提高了水稻子粒必需氨基酸、

总氨基酸、粗蛋白与淀粉含量，并增加了子粒部分矿

质养分含量及相关土壤有效养分含量。说明合理施

肥不仅是粮食作物产量形成的基础，也是提高子粒

营养品质的保证。当前，有不少人把农作物产品质

量的降低归罪于化肥的使用，本研究看出，单施化肥

与NPKM及NPKS处理相比，除子粒氨基酸含量低

于NPKM外，其淀粉、粗蛋白含量基本与二者相当，

并均显著高于CK，说明长期合理施用化肥可有效提

高子粒品质；但综合考虑水稻产量、子粒品质以及

地力提升的影响，NPKM、NPKS处理均优于单施化

肥。这与有机物料含有必要的中、微量营养元素，提

供了更均衡的营养有关mJ。本研究结果也进一步

揭示了水稻子粒氨基酸、淀粉品质受土壤氮、磷、钙

等多种矿质元素的影响。而且，稻田化肥与牛粪或

稻草长期配施，还明显促进了土壤有机质的累积

(分别比NPK提高15．7％与17．0％)，这有利于维

持良好的稻田理化、生化环境与较高的基础地力。

相关研究也表明，土壤基础肥力高，作物根系活力和

硝酸还原酶、谷氨酰胺合成酶活性相应提高，从而促

进了植株对氮素的吸收同化，进而提高了子粒蛋白

质含量嗲J。因而相对化肥单施而言，化肥与牛粪或

秸秆配施模式不仅是维持南方黄泥田地力常新壮的

措施，也是提高产量、改善子粒营养品质的重要途

径。这对南方稻田高优生产及培肥保育具有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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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秸秆还田与施用畜禽粪肥均是我国有机废弃物

资源循环利用的主要形式，评价其长期农田输入效

应，探讨其生态过程可为制定科学的养分管理措施

提供依据。从本研究结果看，定位施肥的第26年，

NPKI、，I与NPKS处理二者产量效应基本相当，但在

提高水稻子粒营养品质与培肥稻田地力方面，

NPKIVI处理效果要优于NPKS处理。究其原因，一

方面可能是施用畜禽粪便其实际补充的矿质养分要

高于秸秆，NPKIVl处理获得了更高的肥力基础与可

供作物吸收代谢的矿质营养；另一方面可能与有机

物料提供的活性有机质组分不同有关。生物活性有

机质组分的含量和动态变化可以反映土壤有效养分

库的大小及其在土壤中的周转ⅢJ。牛粪与稻草有

机物料进入农田生态系统后，微生物生物量碳

(SI～IBC)、水溶性有机碳(VCSOC)以及溶解性酚

(DP)等土壤中生物活性有机质组分的不同影响了

土壤养分的有效性进程。此外，还可能与二者的

C／N、C／P比值存在较大的差异有关。本研究条件

下，稻秆C／N为34．1，C／P为227．3，而牛粪C／N为

14．5，C／P比为59．5，两种不同的有机无机肥长期

配施模式可能改变了土壤优势微生物的种群与功

能，而微生物的生理生态功能又直接影响到稻田生

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影响植株对矿质元素的吸

收、碳氮代谢以及子粒品质。有关长期不同施肥对

南方黄泥田微生物种群及生理代谢过程的影响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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