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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对土壤硝态氮含量及

氮素平衡和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刘 敏，宋付朋，卢艳艳
（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泰安 ２７１０１８）

摘要：【目的】控释尿素已被证明对于提高氮素利用率、减少氮素损失和增产有积极意义，且不同包膜的控释尿素

由于包膜材料的不同，对于氮素的释放和供应强度有所不同。本文在黄淮海区域采用玉米田间试验，探讨硫膜和

树脂膜控释尿素在氮素供应和减少氮素损失等方面的效应，以期为黄淮海区域夏玉米在高温多雨的种植条件下两

种控释尿素的选择和应用提供依据。【方法】以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间试验研究０—１００ｃｍ
土壤剖面中的硝态氮含量，玉米整个生育期的土壤氮素平衡和玉米产量以及氮素利用率。【结果】与相同施氮量的

普通尿素相比，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均具有“前控后保”的特性，使玉米苗期０—１００ｃｍ土层的土壤硝态氮含量
降低了１１７％ ５６７％和２８８％ ６８２％，玉米灌浆期和收获期０—４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分别提高了１６３％
４６７％、０５％ ６０７％；两种控释尿素均能有效降低玉米整个生育期土壤残留的无机氮量、氮素表观损失量和

盈余量，降幅分别为１２０％ １８４％、１３２％ ６６４％和１５６％ ３０９％，使玉米产量提高１４６％ ３７５％，氮素
利用率提高１２３ ２０８个百分点。在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两种施氮量条件下，与相同施氮量的硫膜控释
尿素相比，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的玉米苗期０—６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降低了２６４％ ３９１％，灌浆期０—４０ｃｍ
土层和收获期０—２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分别提高了１０％ ２１８％和９６％ １６４％，土壤残留无机氮量、氮素
表观损失量和盈余量分别降低了２３％ ６０％、４４６％ ６１３％和１７０％ １７７％，玉米产量提高了６８％
８３％，氮素利用率提高了７１ ８４个百分点，说明树脂膜控释尿素的效果优于硫膜控释尿素。树脂膜控释尿素
和硫膜控释尿素在施氮量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时均比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条件下玉米整个生育期不同土层的硝态氮含量提高
了１２％ ９０９％和２０％ ５６７％，玉米整个生育期土壤残留无机氮量、氮素表观损失量和盈余量分别提高了
４２１％ ４７６％、６６２％ １３７９％、５２５％ ５３８％，玉米产量和氮素利用率分别提高了２０８％和２２５％、６５
和５２个百分点，施氮量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优于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结论】树脂膜控释尿素在减少夏玉米农田土壤剖面硝
态氮残留、维持土壤氮素平衡和提高氮素利用率等方面的效果优于硫膜控释尿素和普通尿素。综合考虑保证土壤

氮素供应、减少氮素损失、提高玉米产量及氮素利用率等因素，在黄淮海区域高温多雨气候条件下种植夏玉米，以

施氮量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的树脂膜控释尿素或者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二者配合施用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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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刘敏，等：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对土壤硝态氮含量及氮素平衡和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
增产中，化肥的作用占到５５％以上［１］。为了追求高

产，我国北方玉米产区大量施用氮肥，过量投入的氮

素不仅造成氮素利用率降低，而且使农田生态系统

中有大量的氮素盈余，这些盈余的氮素部分以气体

形式挥发损失，或以硝态氮的形式通过淋洗、径流等

途径污染农业生态环境［２－６］。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

施用氮肥，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对农业生态环境

的污染已成为现代农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控

释尿素的开发应用这一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的

途径［７－８］。

近年来，关于控释尿素的研究多集中在控释尿

素对玉米、小麦、水稻等作物的产量和氮肥利用率及

对耕层土壤养分状况的影响等方面［９－１２］，而关于硫

膜和树脂膜两种不同包膜控释尿素在防止农田土壤

硝态氮的迁移淋失和氮素平衡方面的报道较少。为

解决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夏玉米种植中硫膜和

树脂膜控释尿素的选择和应用问题，本文通过田间

试验研究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在降低玉米农田土

壤剖面硝态氮迁移累积的效应及其对土壤—作物体

系氮素平衡的影响规律，以期为不同包膜控释尿素

在玉米种植上的选择与应用以及大面积推广提供科

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田间试验于２０１２年６月在山东农业大学黄淮
海区域（山东）玉米技术创新中心试验基地进行，该

区属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年均降

水量８０３７ｍｍ，降雨相对集中在７ ９月，年均气
温１３２℃，７月气温最高，无霜期１９５ｄ，气温可满足
农作物一年两熟或通过间套种一年三熟的需要。

１２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为潮褐土（土壤系统分类为斑纹简育

干润淋溶土），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 ８２６ｇ／ｋｇ、全
氮 ０３６ｇ／ｋｇ、硝态氮 ８８ｍｇ／ｋｇ、铵态氮 ２４
ｍｇ／ｋｇ、有效磷２６ｍｇ／ｋｇ、速效钾７１ｍｇ／ｋｇ、ｐＨ值
８５１（水土比＝２５∶１），电导率１８１７μＳ／ｃｍ，容重
１１３ｇ／ｃｍ３。

供试氮肥为普通尿素（含Ｎ４６％），硫膜控释尿
素（含Ｎ３５％），树脂膜控释尿素（含 Ｎ４３％），其中
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的释放时间均为３个月，均
由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提供；普

通尿素由泰安市肥城阿斯德化工厂提供。磷肥为粉

末状过磷酸钙（含 Ｐ２Ｏ５１４％）（湖北祥云生产），钾
肥为俄罗斯生产的红色大颗粒氯化钾 （含

Ｋ２Ｏ６０％）。
供试玉米品种为郑单９５８。

１３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 １）不施氮对照（ＣＫ）；２）低量普通尿

素（ＬＣＵ）；３）高量普通尿素（ＨＣＵ）；４）低量硫膜控
释尿素（ＬＳＵ）；５）高量硫膜控释尿素（ＨＳＵ）；６）低
量树脂膜控释尿素（ＬＰＵ）；７）高量树脂膜控释尿素
（ＨＰＵ），共７个施氮肥处理，每个处理４次重复，共
２８个小区，小区面积２２５ｍ２，随机区组排列。低量
和高量氮肥分别为施 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和３００ｋｇ／ｈｍ２；
各处理施磷量和施钾量相同，均为Ｐ２Ｏ５１０５ｋｇ／ｈｍ

２、

Ｋ２Ｏ２１０ｋｇ／ｈｍ
２。氮、磷、钾肥均在玉米播种前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２日）作基肥撒施，然后旋耕，使其与
耕层土壤充分混合，施肥当天按照常规播量播种夏

玉米，田间管理按照常规方式进行，１０月３日收获
并测产。

１４　测定项目和方法
分别于玉米苗期（施肥后１４ｄ）、灌浆期（施肥

后６５ｄ）、收获期（施肥后９０ｄ）在小区内按每２０ｃｍ
一层分５层取０—１００ｃｍ土样，每小区随机取３个
点，相同层次的土壤混合为一个样，置于冰柜中冷冻

保存。鲜土样解冻后混匀称取 ６ｇ土样３份，用５０
ｍＬ００１ｍｏｌ／ＬＣａＣｌ２溶液浸提，振荡 ３０ｍｉｎ后过
滤，用德国产 ＡＡ３型流动分析仪测定土壤硝态氮、
铵态氮含量，同时测定土壤含水量。

玉米收获后采集植株样品，每小区取３株。样
品取回后在１０５℃杀青３０ｍｉｎ，温度降至７０℃烘干
称重。粉碎后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植株全氮含量。

１５　计算方法
土壤 ＮＯ－３Ｎ积累量 （ｋｇ／ｈｍ２）＝土层厚度

（ｃｍ）×土壤容重（ｇ／ｃｍ３）×土壤 ＮＯ－３Ｎ含量
（ｍｇ／ｋｇ）／１０

土壤氮素净矿化量＝不施氮肥区玉米地上部氮
素累积量＋不施氮肥区土壤矿质氮量－不施氮肥区
起始矿质氮量［１３］。

氮输入包括施入氮肥、土壤起始无机氮和土壤

氮素净矿化量；氮输出包括作物吸收、残留无机氮和

表观损失，根据氮素输入输出的平衡模型计算氮的

表观损失。

氮表观损失量 ＝氮输入量 －作物吸收量 －土
壤残留无机氮量；

氮肥表观损失率（％）＝氮表观损失量／施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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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氮盈余量（ｋｇ／ｈｍ２）＝土壤残留无机氮含量 ＋

氮表观损失量［１４］。

氮肥农学效率（籽粒 ｋｇ／ｋｇＮ）＝（施氮区作物
产量－不施氮区作物产量）／施氮量；

氮肥利用率（％）＝（施氮处理作物吸氮量 －不
施氮处理作物吸氮量）／施氮量×１００［１５］。

试验数据均采用ＳＡ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控释尿素对玉米不同生育期土壤剖面硝
态氮含量的影响

在玉米苗期、灌浆期、收获期，硫膜和树脂膜控

释尿素处理０—１００ｃｍ各土层的土壤硝态氮含量均
随着施氮量的升高而升高，但影响幅度不同（图１）。

在玉米苗期，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的土

壤硝态氮含量在０—１００ｃｍ剖面内均表现为随着深
度的增加先降低而后升高的趋势（图１－Ａ）。在低
量和高量施氮量水平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处

理０—１００ｃｍ各层土壤硝态氮含量分别比普通尿素
处理降低了１１７％ ５６７％、２８８％ ６８２％。在
低、高两种施氮量水平下，０—６０ｃｍ土层中的土壤
硝态氮含量均表现为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低于硫膜

控释尿素处理，分别降低了 ２８０％ ３９１％，
２６４％ ３４１％；６０—１００ｃｍ土层硫膜控释尿素处
理的土壤硝态氮含量与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无显著

差异。树脂膜控释尿素和硫膜控释尿素在施氮量为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条件下，０—１００ｃｍ土层的土壤硝态
氮含量均高于施氮量 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分别提高了
１２％ ２５３％和２０％ ２９２％。这说明在两种
施氮量水平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比普通尿素

均降低了玉米苗期 ０—１００ｃｍ各土层的硝态氮含
量，主要是因为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的氮素释放

率比普通尿素缓慢。与硫膜控释尿素相比，树脂膜

控释尿素降低了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的硝态氮含量，
其原因是硫膜控释尿素的氮素养分的释放具有破裂

释放的特点，其氮素养分初期释放率比树脂膜控释

尿素高，因而其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的硝态氮含量比
树膜控释尿素高。

在玉米灌浆期，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在

０—１００ｃｍ各土层的硝态氮含量均较苗期高，其中
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在０—４０ｃｍ土层硝态氮含量
与苗期相比升高幅度最大，达４２ ８０ｍｇ／ｋｇ（图
１－Ｂ）。

图１　不同处理硝态氮含量的时空变化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ＮＯ－３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注（Ｎｏｔｅ）：ＣＫ—不施氮肥 Ｎ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ＬＣＵ—低量普通尿

素 Ｌｏｗａｍｏｕｎｔｃｏｍｍｏｎｕｒｅａ；ＨＣＵ—高量普通尿素 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

ｃｏｍｍｏｎｕｒｅａ；ＬＳＵ—低量硫膜控释尿素 Ｌｏｗａｍｏｕｎｔ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ＨＳＵ—高量硫膜控释尿素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ｓｕｌｆｕｒ

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ＬＰＵ—低量树脂膜控释尿素 Ｌｏｗ

ａｍｏｕｎｔ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ＨＰＵ—高量树脂膜控

释尿素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

在两种施氮量水平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

处理在０—４０ｃｍ土层的土壤硝态氮含量分别比普
通尿素相同土层升高了１６３％ ３２６％和４１７％
５３４％；在４０—１００ｃｍ土层则比普通尿素处理分

别降低了 １３％ ４８０％和 １６３％ ５０８％。在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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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高两种施氮量水平下，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在

０—４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比硫膜控释尿素处理
分别提高了１００％ １２９％和１５７％ ２１８％；在
４０—８０ｃｍ土层则比硫膜控释尿素处理分别降低了
１７４％ ２３４％和９９％ ２１５％；在８０—１００ｃｍ
土层硝态氮含量硫膜控释尿素与树脂膜控释尿素处

理之间均无显著差异。树脂膜控释尿素和硫膜控释

尿素在施氮量为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条件下 ０—１００ｃｍ
土层的硝态氮含量均比施氮量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提高，
分别提高了９８％ ４８６％和２１％ ５６７％。说
明在两种施氮量条件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均

能提高玉米灌浆期０—４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降
低４０—１０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硫膜与树脂膜控
释尿素相比，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０—４０ｃｍ土层的
硝态氮提高，而４０—８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则降
低。这主要是因为两种控释尿素的氮素释放比普通

尿素持续的时间长，在玉米需肥高峰期还能保持较

高的氮素释放率，其中树脂膜控释尿素的氮素释放

高峰比硫膜控释尿素延后，在施氮量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

比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更符合玉米的需肥规律。
图１－Ｃ显示，在玉米收获期，硫膜和树脂膜控

释尿素处理的土壤硝态氮含量在０—１００ｃｍ剖面内
均随着深度的增加表现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在

４０—６０ｃｍ土层达到最低。在低、高两种施氮量水
平下，与普通尿素处理的相同土层相比，除低量树脂

膜控释尿素处理在２０—４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低
于普通尿素处理外，其他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处

理在０—４０ｃｍ土层均较普通尿素升高 ３４０％
４６７％和０５％ ６０７％；在４０—１００ｃｍ土层硫膜
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均降低１５３％ ５０３％和
４５９％ ６４９％。在低、高两种施氮量水平下，树脂
膜控释尿素处理０—２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比硫
膜控释尿素处理提高了９６％和１６４％；在２０—１００
ｃｍ土层则比硫膜控释尿素处理降低了 １０９％
４７９％和６９％ ２９７％。树脂膜控释尿素和硫膜
控释尿素在施氮量为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条件下０—１００
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均比施氮量 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时
高，分别提高了３６％ ９０９％和９１％ ４４８％。
这说明在两种施氮量条件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

素提高了收获期０—４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降低
了４０ｃｍ以下土层的硝态氮含量；硫膜控释尿素与
树脂膜控释尿素相比，树脂膜控释尿素在施氮量为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时能够更多地提高０—２０ｃｍ土层的
硝态氮含量，降低２０ｃｍ以下土层的硝态氮含量。

综上所述，与普通尿素相比，硫膜和树脂膜控释

尿素降低了玉米苗期０—１００ｃｍ各土层的硝态氮含
量１１７％ ５６７％、２８８％ ６８２％；提高了玉米
灌浆期和收获期 ０—４０ｃｍ土层的硝态氮含量
１６３％ ４６７％、０５％ ６０７％；并降低了 ４０ｃｍ
以下土层的硝态氮的累积量。施氮量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

比２１０ｋｇ／ｈｍ２更能保证玉米生育盛期对耕层土壤
氮素的需求。两种控释尿素相比，树脂膜控释尿素

对减少苗期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硝态氮含量，提高灌
浆期和收获期０—２０ｃｍ土层硝态氮供应的效果优
于硫膜控释尿素，更加符合玉米整个生育期的需肥

规律，可减少土壤硝态氮向下层土壤和地下水迁移。

２２　不同控释尿素对玉米生育期土壤氮素平衡的
影响

运用氮素平衡原理计算了玉米全生育期内０—
１００ｃｍ整个土壤剖面的土壤氮素平衡，不同控释尿
素对土壤氮素平衡的影响不同。从表１可以看出，
在各项氮素输入指标中，各施氮处理的氮素总输入

以肥料氮为主，占６５２％ ７００％；相同施氮量条
件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氮素的总输入中

起始无机氮量的差异不显著；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

素处理的氮素总输入量均随施氮量的增加而显著

增加。

在两种施氮量水平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

处理的作物携出氮量比普通尿素分别提高了

１５５％ １８２％和２４３％ ３０６％；其中树脂膜控
释尿素的作物携出氮量比硫膜控释尿素提高了

７６％ １０４％，但二者的差异达不到显著水平。
在施氮量为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水平下，硫膜和树脂

膜控释尿素的土壤残留无机氮量、表观损失量和氮

盈余量与普通尿素相比分别降低了 １２０％
１７３％、２６９％ ５９５％、１６８％ ３０９％；其中树
脂膜控释尿素与硫膜控释尿素相比，其土壤残留无

机氮量、表观损失量和氮盈余量分别降低了６０％、
４４６％和１７０％，除土壤残留无机氮量差异不显著
外，表观损失量和氮盈余量的差异显著。在施氮量

为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水平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的
土壤残留无机氮量、表观损失量和氮盈余量与普通

尿素相比分别降低了 １６５％ １８４％、１３２％
６６４％、１５６％ ３０６％；树脂膜控释尿素与硫膜控
释尿素相比，其土壤残留无机氮量、表观损失量和氮

盈余量分别降低了２３％、６１３％和１７７％，除了土
壤残留无机氮量二者的差异不显著外，表观损失量

和氮盈余量的差异显著。硫膜控释尿素和树脂膜控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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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尿素在施氮量为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时土壤残留无机氮
量、表观损失量和氮素盈余量均比施氮量 ２１０

ｋｇ／ｈｍ２分别提高了 ４２１％ ４７６％、６６２％
１３７９％、５２５％ ５３８％。

表１　玉米整个生育期的土壤氮素平衡（ｋｇ／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１　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ｍａｉｚｅ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氮输入Ｎｉｎｐｕｔ

施氮量

Ｎｓｕｐｐｌｙ
起始无机氮

ＩｎｉｔｉａｌＮｍｉｎ
净矿化量

ＮｅｔＮｍｉｎ

氮输出Ｎｏｕｔｐｕｔ

作物携出

Ｃｒｏｐｕｐｔａｋｅ
残留无机氮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Ｎｍｉｎ
表观损失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ｏｓｅｓ

氮盈余

Ｎｓｕｒｐｌｕｓ

ＣＫ ０ ６７３ ５２５ ７１２ｄ ４８６ｆ ００ ４８６

ＬＣＵ ２１０ ５６４ ５２５ １７００ｃ １１１１ｃ ３７８ １４８９

ＨＣＵ ３００ ８４２ ５２５ ２０６５ｂ １５５７ａ ７４５ ２３０２

ＬＳＵ ２１０ ５９５ ５２５ １９６４ｃ ９２８ｄ ３２８ １２５６

ＨＳＵ ３００ ８３１ ５２５ ２４４１ａ １３７０ｂ ５４５ １９１５

ＬＰＵ ２１０ ５２３ ５２５ ２１１４ｂ ９０７ｄ １２７ １０３４

ＨＰＵ ３００ ７６１ ５２５ ２６９６ａ １２８９ｂ ３０２ １５９０

　　注（Ｎｏｔｅ）：ＣＫ—不施氮肥 Ｎ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ＬＣＵ—低量普通尿素Ｌｏｗａｍｏｕｎｔｃｏｍｍｏｎｕｒｅａ；ＨＣＵ—高量普通尿素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ｃｏｍｍｏｎ
ｕｒｅａ；ＬＳＵ—低量硫膜控释尿素 Ｌｏｗａｍｏｕｎｔ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ＨＳＵ—高量硫膜控释尿素 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ＬＰＵ—低量树脂膜控释尿素 Ｌｏｗａｍｏｕｎｔ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ＨＰＵ—高量树脂膜控释尿素 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５％显著水平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这表明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在供应作物氮
素、减少土壤残留无机氮量、氮表观损失量和氮盈余

量方面的效果优于普通尿素，其中树脂膜控释尿素

在减少氮的表观损失和氮盈余方面的效果优于硫膜

控释尿素，而在土壤残留无机氮方面二者差异不

显著。

２３　不同控释尿素对玉米产量及氮素利用率影响
在本试验条件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

的玉米产量、氮肥农学效率和氮素利用率均随着施

氮量的增加而升高（表２）。施氮处理的玉米产量均
高于缺氮对照。在施氮量为 Ｎ２１０和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

水平下，玉米产量的高低顺序均表现为树脂膜控释

尿素＞硫膜控释尿素 ＞普通尿素；与相同施氮水平
的普通尿素处理相比，硫膜控释尿素和树脂膜控释

尿素处理的产量增幅分别达 １４６％ ２８７％、
２４１％ ３７５％；在相同施氮量水平下，树脂膜控释
尿素处理的玉米产量比硫膜控释尿素处理提高了

６８％ ８３％。树脂膜控释尿素和硫膜控释尿素在
施氮量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时比 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的玉米产
量分别提高了２０８％和２２５％。

在两种施氮量水平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

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均显著高于普通尿素，增幅分

别达５８５％ ９２３％和９６３％ １２０５％，其中树

表２　玉米产量和控释尿素对肥料的氮素利用效率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处理

Ｔｒｅａｔ．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氮肥农学效率

ＡＥ
（ｋｇ／ｋｇ）

氮素利用率

ＮＵＥ
（％）

ＣＫ ５１５４８ｅ

ＬＣＵ ６８８３４ｃｄｅ ８２ ２３１

ＨＣＵ ７５０４５ｃｄ ７８ ２８２

ＬＳＵ ７８８８９ｂｃ １３０ ３５４

ＨＳＵ ９６６１２ａｂ １５０ ４０６

ＬＰＵ ８５４０６ａｂｃ １６１ ４２５

ＨＰＵ １０３１８５ａ １７２ ４９０

　　注（Ｎｏｔｅ）：ＣＫ—不施氮肥 Ｎ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ＬＣＵ—低量普
通尿素Ｌｏｗａｍｏｕｎｔｃｏｍｍｏｎｕｒｅａ；ＨＣＵ—高量普通尿素 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

ｃｏｍｍｏｎｕｒｅａ；ＬＳＵ—低量硫膜控释尿素 Ｌｏｗａｍｏｕｎｔ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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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ＨＰＵ—高量树脂膜控释尿素

Ｈｉｇｈａｍｏｕｎｔ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ｕｒｅａ．ＡＥ—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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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间差异达 ５％显著水平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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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刘敏，等：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对土壤硝态氮含量及氮素平衡和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脂膜控释尿素比硫膜控释尿素处理高 １４７％
２３８％。在相同施氮量水平下，氮素利用率的大小
依次为树脂膜控释尿素 ＞硫膜控释尿素 ＞普通尿
素；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处理的氮素利用率比普

通尿素分别提高了１２３ １２４个百分点、１９４
２０８个百分点；而树脂膜控释尿素比硫膜控释尿素
处理高了７１ ８４个百分点。树脂膜控释尿素和
硫膜控释尿素在施氮量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时比 Ｎ２１０
ｋｇ／ｈｍ２的氮肥农学效率和氮素利用率分别提高了
６８％和１５４％，６５个百分点和５２个百分点。

这说明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均能明显提高玉

米产量、氮肥农学效率和氮素利用率，树脂膜控释尿

素在提高氮肥农学效率和氮素利用率方面的效果优

于硫膜控释尿素。施氮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比 Ｎ２１０
ｋｇ／ｈｍ２更有利于提高玉米产量和氮素利用率。

３　讨论与结论
大量研究认为土壤残留硝态氮极易通过淋溶或

硝化—反硝化途径损失出土壤—作物生态系统，对

环境产生威胁［１６－１７］。本试验条件下，与普通尿素相

比，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均能降低玉米苗期 ０—
１００ｃｍ各土层的硝态氮含量，提高玉米灌浆期和收
获期 ０—４０ｃｍ的土壤硝态氮供应量并降低了 ４０
ｃｍ以下土层的硝态氮的累积量，这与卢艳艳等［１８］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是由于普通尿素的氮素释放

快，在玉米生育前期即大量释放，到玉米需肥高峰期

易造成土壤氮素供应不足，而两种包膜控释尿素的

氮素供应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作物养分吸收规律更加

接近，从而减少了前期硝态氮的累积淋失，增加了玉

米需肥高峰期的硝态氮含量。本试验还研究表明，

硫膜与树脂膜控释尿素相比，树脂膜控释尿素能减

少苗期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的硝态氮供应，提高灌浆
期和收获期 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硝态氮含量。这是
由于树脂膜控释尿素的氮素养分释放规律与玉米养

分吸收规律更加吻合，对土壤硝态氮向下运移的控

制优于硫膜控释尿素，有利于减少氮素潜在的淋洗、

迁移损失。两种控释尿素施氮量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比
Ｎ２１０ｋｇ／ｈｍ２更有利于提高耕层土壤硝态氮含量，
降低耕层以下土层的硝态氮累积损失，保证玉米生

育盛期的速效氮素供应，且树脂膜控释尿素优于硫

膜控释尿素。

土壤－作物体系的氮素平衡是评价氮肥合理施
用与否的关键，也是氮肥优化管理技术的重要手段。

本试验条件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能显著减少

土壤残留无机氮量并降低氮素的表观损失１３２％
６６４％，且降低当季作物氮素盈余量 ２３３ ７１２
ｋｇ／ｈｍ２。在两种施氮量水平下，树脂膜控释尿素其
表观损失量和氮素盈余量分别比硫膜控释尿素降低

４４６％ ６１４３％和１７０％ １７７％。硫膜和树脂
膜控释尿素由于包膜的作用，氮素释放受控且释放

规律符合玉米生长对氮养分的需求，特别是树脂膜

控释尿素在提高作物吸氮量、减少表观损失和氮盈

余方面的效果优于硫膜控释尿素。

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能使耕层土壤硝态氮含

量在玉米生育期维持较高水平，满足玉米生长期内

对氮素的需求，因此能显著提高玉米产量和氮素利

用效率。在本试验条件下硫膜和树脂膜控释尿素的

玉米产量、氮素利用率分别提高了 １４６％
３７５％、１２３ ２０８个百分点，这与马富亮等［１９］在

小麦上的研究结果相类似。这是由于控释尿素具有

特定的养分释放特征，在控释时期内持续不断地释

放养分，并延迟氮素释放高峰，其养分释放模式与作

物需肥规律同步，使氮素发挥最大的肥效或利用率，

而树脂膜控释尿素的氮素释放持续时间更长，在提

高作物产量和氮素利用率方面优于普通尿素和硫膜

控释尿素，且施氮量 Ｎ３００ｋｇ／ｈｍ２优于 Ｎ２１０
ｋｇ／ｈｍ２。

因此，综合考虑保证氮素供应、减少氮素损失、

提高玉米产量及氮素利用率等方面，在黄淮海区域

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夏玉米种植中，施氮量为Ｎ
３００ｋｇ／ｈｍ２的树脂膜控释尿素或者硫膜和树脂膜
控释尿素二者配合施用是最佳施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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