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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物炭添加量下植烟土壤养分的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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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我国南方植烟土壤养分淋失严重尤其是氮、钾，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潜在环境威胁，还严重制约了烟

叶的可持续生产。生物炭比表面积大、孔隙多、稳定性强，施入土壤后可增加对养分的吸附，延长肥效和减少养分

损失。本文研究了添加不同水平生物炭对植烟土壤硝态氮、磷、钾养分淋失的影响，为充分发挥生物炭提高养分利

用率的作用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土柱淋洗模拟方法，试验共设 ５个处理，包括不施肥对照（ＣＫ）、氮磷钾肥
（ＮＰＫ）、氮磷钾肥＋１０％生物炭（１０％Ｂ）、氮磷钾肥＋２０％生物炭（２０％Ｂ）、氮磷钾肥＋４０％生物炭（４０％Ｂ），每个
处理重复４次，随机排列。【结果】不同生物炭添加量下，土壤硝态氮、磷、钾的淋失量在培养期间呈先增加后减少
的趋势。与ＮＰＫ处理相比，添加生物炭处理在培养２１天之后减少了硝态氮淋失量，在整个培养期间延缓和减少了
磷的淋失量；与ＮＰＫ处理相比，１０％Ｂ、２０％Ｂ和４０％Ｂ处理硝态氮淋失总量分别显著降低１３％、１８％和２５％，磷素
淋失总量分别显著降低４６％、６１％和７３％，１０％Ｂ和２０％Ｂ处理的钾素淋洗量略高，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而４０％
Ｂ处理的钾素淋洗量则显著高于前３个处理，比ＮＰＫ处理高４７％。培养结束后，由于生物炭本身偏碱性，随着生物
炭添加量的增加，土壤ｐＨ显著升高。表明添加生物炭条件下，土壤硝态氮淋失量的减少主要是生物炭的吸附作用
所致；磷素淋失量的减少除了与生物炭的吸附作用有关外，也可能与土壤ｐＨ的升高有关；钾素淋失量的增加可能
与生物炭本身携带的钾素有关。施用生物炭对土壤硝态氮、磷、钾养分淋失影响的机制还需进一步验证。【结论】

施用生物炭能够有效减少植烟土壤硝态氮和磷素的淋溶损失，进而节约氮、磷肥料和提高养分利用效率，降低地下

水污染风险，促进烟叶可持续优质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其施用量越高效果越好。生物炭的适宜添加量还需综合考

虑氮磷钾３个元素的淋失而继续试验。
关键词：生物炭；植烟土壤；养分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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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土壤养分淋失可导致土壤肥力下降、资源
浪费，进而给农学以及经济效益造成损失，其中氮

（Ｎ）、磷（Ｐ）的淋失还给水体环境带来潜在威胁。
所以，如何采取措施减少土壤养分淋失、提高养分利

用率是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生物炭

（ｂｉｏｃｈａｒ）是生物质在低氧环境下，经过高温（３００
７００℃）热解而得到的一类具有比表面积大、孔隙
多、吸附和稳定性强等特点的高度芳香化富碳物质。

近年来，生物炭作为一种功能材料在农业上的应用

引起广泛关注，其在土壤耕性改良、肥力提升及污染

修复等方面呈现可观潜力［１－５］。如在沙土中添加山

核桃壳制成的生物炭不仅能提高土壤ｐＨ，增加土壤
有机碳、Ｐ、Ｋ、Ｃａ等含量，还能减少土壤 Ｐ、Ｃａ等养
分的淋失［６］；在施用有机肥的土壤中，添加橡木和

山核桃木制成的生物炭能减少Ｎ、Ｐ的淋失［７］；在淋

溶土及变性土中添加畜禽粪及桉木制成的生物炭

后，土壤氮的气态损失和淋溶损失均显著减少［８］。

在我国南方烟区，由于水热充沛、土壤矿物风化

程度高、土壤偏酸和有机质含量低、以及不合理过量

施肥等原因，土壤养分淋失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

了烟叶的可持续生产。故而，本研究以云南玉溪植

烟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土柱淋洗模拟试验，研究了

添加不同水平玉米秸秆生物炭对植烟土壤硝态氮、

磷、钾养分淋失的影响，以期为生物炭在改良植烟土

壤方面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土壤采自云南玉溪市代表性烟田的表层

（０—２０ｃｍ）土壤，土壤类型为红壤，其基本性质为：
有机碳含量１７８ｇ／ｋｇ、全氮１６４ｇ／ｋｇ、全磷０８７
ｇ／ｋｇ、全钾８７４ｇ／ｋｇ、速效氮１２７ｍｇ／ｋｇ、速效磷
１８７ｍｇ／ｋｇ、速效钾２１２ｍｇ／ｋｇ、ｐＨ６０８（Ｈ２Ｏ），土
壤经风干等处理后过２ｍｍ筛备用。供试生物炭为
玉米秸秆在３６０℃条件下不完全燃烧２４ｈ制成的黑
色粉末，其密度为０２８ｇ／ｃｍ３，ｐＨ为８４０，碳含量
６４９ｇ／ｋｇ，全氮１０１ｇ／ｋｇ，硝态氮６１６ｍｇ／ｋｇ，全磷
１０８ｇ／ｋｇ，全钾９６４ｇ／ｋｇ，将生物炭粉碎后过２ｍｍ
筛，烘干备用。试验所用的氮、磷、钾肥料分别为尿

素、过磷酸钙和硫酸钾，其氮（Ｎ）、磷（Ｐ２Ｏ５）、钾
（Ｋ２Ｏ）含量分别为４６％、１８％和５０％。
１２　试验设计

采用土柱（５ｋｇ土）模拟方法进行研究，试验于
２０１３年１０ １２月在中国农科院温室内进行。试验
设５个处理：１）ＣＫ；２）氮磷钾肥 （ＮＰＫ）；３）ＮＰＫ＋
０５ｋｇ生物炭（１０％Ｂ）；４）ＮＰＫ＋１ｋｇ生物炭
（２０％ Ｂ）；５）ＮＰＫ＋２ｋｇ生物炭（４０％Ｂ）。后４个
处理的肥料添加量均为 Ｎ３０ｇ、Ｐ２Ｏ５２５ｇ、Ｋ２Ｏ７５
ｇ，每个处理重复４次。

将土、生物炭和肥料按所需比例混匀后，填装到

高４０ｃｍ、内径１６ｃｍ的底部封闭只留一出水孔的
ＰＶＣ管中。土壤容重控制在１１ｇ／ｃｍ３左右，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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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土壤过紧实对淋溶产生影响；在上部铺一层滤纸

以防止水分淋溶对表层土壤的扰动；土柱底层铺一

层１０ｃｍ厚浓酸洗过的玻璃珠与石英砂，以防止底
层土壤流失。土柱填装完后，加水至田间持水量的

７０％预培养２天，之后每隔４天用蒸馏水定量定时
淋洗一次，共淋洗１４次。收集每一次的淋溶液并测
定其体积和硝态氮、磷、钾含量。

１３　测定指标、方法及数据分析
淋洗液中硝态氮、磷和钾的含量分别采用酚二

磺酸比色法、钼锑抗比色法和火焰光度计法测定，计

算每一次淋洗的以及累积的养分淋失量，测定结果

均换算成单位质量干土的淋失量（以 Ｎ、Ｐ、Ｋ计，
ｍｇ／ｋｇ）。淋洗结束后测定土壤 ｐＨ 值。利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的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生物炭对土壤硝态氮淋失的影响

从图１可以看出，ＣＫ处理的土壤硝态氮淋洗量
在整个培养时期趋于平稳，而其他处理在试验前期，

土壤硝态氮淋洗量迅速增加，在第９天达到峰值，之
后逐渐下降，５３天后趋于平稳。不同处理之间相
比，ＮＰＫ处理土壤硝态氮淋洗量在各个时期均显著
高于ＣＫ，其中差异水平在前期逐渐增强，到第９天
达到最大，之后逐渐降低，５３天后趋于稳定；在培养

的２１ ５３天之间，添加生物炭各处理土壤硝态氮
淋洗量显著低于ＮＰＫ处理，且降低程度随生物炭添
加量的增加而呈略微增加趋势。从土壤硝态氮累计

总的淋洗量来看，ＣＫ处理最低，仅为２２７ｍｇ／ｋｇ，
ＮＰＫ处理最高，达 ３２５ｍｇ／ｋｇ；与 ＮＰＫ处理相比，
１０％Ｂ、２０％Ｂ和４０％Ｂ处理土壤硝态氮累计总的
淋洗量分别显著降低１３％、１８％和２５％。

土壤硝态氮淋溶受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所控

制，首先土壤有机氮经微生物矿化作用形成氨，氨经

质子化作用生成铵态氮，铵态氮在硝化细菌作用下

发生氧化反应生成硝态氮，硝态氮随水垂直迁移后

发生淋溶。生物炭的绝大多数表面吸附点位属于羧

酸基和酚基功能团［９］，这些负电荷表面点位不能吸

附硝态氮，然而生物炭具有强大的吸附铵态氮以及

可溶性有机氮的能力［７］，所以我们认为，生物炭施

入土壤后，主要是通过增加铵态氮以及可溶性有机

氮的吸附，延长其滞留时间，进而缓解了硝态氮的形

成过程以及淋溶损失。此外，生物炭施入土壤后，也

可能对土壤氮素转化有关的酶以及微生物体产生吸

附作用，降低相关酶及微生物与尿素等有机氮及铵

态氮的亲和力和接触机会，从而延缓了有机氮的矿

化及铵态氮向硝态氮的转化，进而减少硝态氮的形

成过程及淋溶损失。

图１　不同处理土壤硝态氮各时期淋洗量及累计淋洗总量
Ｆｉｇ．１　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ｌｅａｃｈｅ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ｉｎｓｏｉｌ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ｓ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注（Ｎｏｔｅ）：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

２２　生物炭对土壤磷素淋失的影响
图２显示了不同处理土壤磷素各时期淋洗量及

累计淋洗总量。从中可以看出，ＣＫ处理的土壤磷
素淋洗量在整个培养时期趋于平稳，而其他处理均

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其中ＮＰＫ处理的变异幅

度最大，并在第９天出现高峰值，其余三个添加生物
炭处理的变异幅度低于 ＮＰＫ，且高峰时期从１０％Ｂ
处理的２５天推迟到４０％Ｂ处理的４１天，５３天后各
处理土壤磷素淋洗量均趋于平稳。不同处理之间相

比较，ＣＫ处理的土壤磷淋洗量在各个时期均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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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处理土壤磷素各时期淋洗量及累计淋洗总量
Ｆｉｇ．２　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ｌｅａｃｈｅ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ｓ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注（Ｎｏｔｅ）：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

最低水平，ＮＰＫ处理最高，添加生物炭处理显著低
于ＮＰＫ处理，且降低幅度随着添加量的增加呈升高
趋势，此外降低幅度随时间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就磷的累计淋洗总量而言，ＣＫ处理最低，仅为３６７
ｍｇ／ｋｇ，ＮＰＫ处理最高，达３９９ｍｇ／ｋｇ；与 ＮＰＫ处理
相比，１０％Ｂ、２０％Ｂ和４０％Ｂ处理土壤硝态氮累计
总的淋洗量分别显著降低４６％、６１％和７３％。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磷素在土壤中的移动性较

差［１０］，但磷素在土壤剖面下层中的高量累积现象确

实有很多报导［７］。刘利花等对 土上的长期施肥

土壤磷素淋溶趋势的研究证实，当土壤速效磷含量

超过２３ｍｇ／ｋｇ时，就有磷素淋溶的可能［１２］。本研

究ＣＫ处理土壤的有效磷含量仅为１８７ｍｇ／ｋｇ，但
亦有一定的磷素发生淋溶。荷兰的相关研究发现，

磷饱和土壤会引起大量磷淋溶到地下水，其量取决

于土壤磷素饱和度、施磷量和地下水深度［１３］。本研

究发现，施入磷肥以后，土壤磷素淋溶量迅速增加；

而添加生物炭又有效抑制了磷素的淋溶损失，这说

明生物炭对磷酸盐及可溶性有机磷具有强烈的吸附

固定作用［７］。此外，土壤磷素有效性受 ｐＨ值的影
响，通常情况下酸性土壤 ｐＨ值升高，碱性土壤 ｐＨ
值降低，土壤磷素有效性增加。而本研究土壤虽属

南方酸性土壤，但是烟叶生产中长期施石灰后已控

制土壤酸碱度趋于中性，所以添加生物炭后进一步

显著提高土壤ｐＨ值（图３）可能会促进土壤磷素的
固定，进而减少磷的淋失。

２３　生物炭对土壤钾素淋失的影响
从图４可以看出，ＣＫ处理的土壤钾素淋洗量在

整个培养时期趋于平稳，而其他处理在试验前期，土

壤钾素淋洗量迅速增加，在第９天达到高峰值，之后
逐渐下降，５７天后趋于平稳。不同处理之间相比

图３　淋洗结束时不同处理土壤ｐＨ值
Ｆｉｇ．３　ＳｏｉｌｐＨ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注（Ｎｏｔｅ）：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

较，ＣＫ处理的土壤钾淋洗量在各个时期均处于最
低水平，ＮＰＫ＋４０％Ｂ处理最高，低量生物炭处理
（１０％Ｂ、２０％Ｂ）在各时期均略微高于 ＮＰＫ处理，高
量生物炭处理（４０％Ｂ）则显著高于 ＮＰＫ处理。从
钾的累计淋洗总量来看，ＣＫ处理最低，仅为 １１２
ｍｇ／ｋｇ，４０％Ｂ处理最高，达９４４ｍｇ／ｋｇ，显著高于
ＮＰＫ处理，增加幅度４７％；１０％Ｂ、２０％Ｂ处理土壤
钾累计淋洗总量略高于ＮＰＫ处理，但差异未达显著
水平。

一方面生物炭的表面吸附点位以及微孔理论上

可以对钾素产生强烈的吸附作用，另一方面土壤ｐＨ
值可以通过影响钾素的固定与释放、吸附与解吸来

影响溶液中的钾素浓度，进而影响钾素迁移，钾的固

定量一般随土壤ｐＨ值的升高而增加［１４］，所以添加

生物炭后的土壤 ｐＨ值升高可能有利于钾素淋失。
然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添加生物炭后，尽管可能增

加了对钾素的吸附固定，也显著提高了土壤 ｐ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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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处理土壤钾素各时期淋洗量及累计淋洗总量
Ｆｉｇ．４　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ｌｅａｃｈｅｄ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ｉｎｓｏｉｌ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ｓ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注（Ｎｏｔｅ）：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

（图３），但土壤钾素淋失量反而也显著增加，Ｌａｉｒｄ
等人在其他类型土壤上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

果［７］。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生物炭本身携带一

定量的钾素［７］，其有效性亦可能较高，确切原因有

待深入研究。

３　结论
施用生物炭能够有效减少植烟土壤硝态氮和磷

的淋溶损失，节约肥料，提高养分利用效率，降低环

境风险，促进烟叶可持续优质生产。

由于不同原料以及不同炭化条件对于生物炭的

性质影响很大，进而可能影响其施用效果，一种生物

炭的结果很难得出全面的结论；另外，由于时间短，

且在本试验中放大了生物炭的施用量，所以不能依

据此试验结果提出适宜的生物炭用量。为了深入了

解生物炭对土壤氮磷钾淋失的影响机制和实际应用

方法，需要进一步进行不同生物炭土壤微生物、土壤

ｐＨ控制试验以及生物炭钾素有效性定量控制试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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