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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对土壤有机碳

及其自身矿化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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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研究通过探讨小麦和玉米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对土壤各组分有机碳及其自身有机碳矿化的影响，

揭示其在土壤固碳和培肥方面的效应，为农田有机物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理论支撑。【方法】采用室内恒温培养试

验，共设置小麦或玉米残体（根茬、秸秆）和秸秆制成的生物炭单施（ＷＳ、ＷＲ、ＷＢ、ＭＳ、ＭＲ、ＭＢ），配施（ＷＳ＋
ＷＢ、ＷＲ＋ＷＢ、ＭＳ＋ＭＢ、ＭＲ＋ＭＢ）以及对照（ＣＫ）构成的１１个处理，培养期间测定土壤ＣＯ２释放量，培养结束后
测定土壤总有机碳（ＴＯＣ）、可溶性有机碳（ＤＯＣ）、微生物量碳（ＭＢＣ）、颗粒有机碳（ＰＯＣ）以及粗细颗粒有机碳含量
（ＣＰＯＣ、ＦＰＯＣ）。【结果】添加玉米有机物料对土壤ＴＯＣ、ＭＢＣ、ＰＯＣ、ＣＰＯＣ和ＦＰＯＣ含量的增加作用普遍高于添加
小麦有机物料。添加小麦或玉米秸秆对土壤ＴＯＣ、ＰＯＣ、ＣＰＯＣ、ＦＰＯＣ含量的增加作用均高于添加根茬。单独添加
生物炭，作物残体与生物炭配施和单独添加作物残体处理分别在培养的第４、８、２１ｄ有机碳矿化速率最大，为有机
碳矿化快速期，之后矿化速率减缓并逐渐趋于稳定。单独添加作物残体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最大，达到３０％
４６％；与对照相比，添加有机物料的各处理均显著增加了土壤 ＴＯＣ含量，其中添加生物炭处理土壤 ＴＯＣ含量增幅
最大；单独添加小麦和玉米生物炭处理，土壤ＴＯＣ含量分别显著增加３４４％和３６５％，但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仅
为３％左右，土壤ＦＰＯＣ含量及敏感性指数在单独添加生物炭处理最高；小麦和玉米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处理，土
壤ＭＢＣ和ＣＰＯＣ含量分别显著增加８０２％ １９９２％，且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为１２％ １９％，介于生物炭和残体
单施之间，土壤ＣＰＯＣ含量及敏感性指数均表现为配施处理最高。【结论】单独添加作物残体能够较好地补充土壤
养分，但ＣＯ２释放量显著高于单施生物炭及配施处理；单独添加生物炭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较低，短期内对土壤养
分的补充作用较小。作物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可以较好地克服各自单独施用的弊端，尤其是玉米秸秆与其生物炭

配施，在保证作物养分供应的同时能增加土壤碳库储量，对土壤肥力提升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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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ｉｌ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ｏｉ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ｃｒｏｐｒｅｓｉｄｕｅｓ牷ｂｉｏｃｈａｒ牷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牷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土壤碳库在陆地碳循环和全球气候变化中起关
键作用，土壤碳库储量是衡量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

目前关于如何增加土壤碳库储量已成为研究热

点［１］。土壤总有机碳（ＴＯＣ）作为土壤碳库的容量
指标，其循环和转化与作物的养分供应和土壤物理、

化学以及微生物性状的改善密切相关［２－３］。土壤可

溶性有机碳（ＤＯＣ）包括多种大分子量的腐殖质以
及小分子量的多糖、氨基酸和有机酸［４］，是土壤有

机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土壤微生物活性和

营养物质转运以及调节全球碳循环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５］。土壤颗粒有机碳（ＰＯＣ）是与土壤砂粒结合
的有机碳部分，其中２５０ ２０００μｍ被称为粗颗粒
有机碳（ＣＰＯＣ），５３ ２５０μｍ被称为细颗粒有机碳
（ＦＰＯＣ），均属于有机碳中的活性组分，主要包括作
物残体、微生物及小型动物的残骸，其中大部分由最

新的活性有机物质组成［６－９］。土壤微生物不仅参与

土壤结构的形成，也是土壤中养分循环和物质转化

的驱动者，土壤微生物量碳（ＭＢＣ）被认为是土壤养
分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源和库，其大小能够反映

土壤同化和矿化的能力，在调节土壤养分供应方面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１０－１１］。

生物炭（Ｂｉｏｃｈａｒ）是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在缺
氧条件下热裂解形成的稳定的富碳产物。近年来，

随着粮食安全、环境安全和固碳减排需求的不断发

展，生物炭的内涵逐渐与土壤管理、农业可持续发展

和碳截留等相联系［１２－１３］。生物炭作为一种惰性有

机资源，还田后能通过改善土壤物理、化学及生物学

性状来改良和培肥土壤［１４］，但由于其稳定性较强，

分解缓慢，因此单独施用生物炭短期内对土壤养分

的补充作用较小，提升土壤肥力的效果不明显；秸秆

等作物残体还田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肥

力，但残体还田后也会引起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增

加等一系列负面效应［１５］。因此，我们猜想，作物残

体与其秸秆生物炭配施还田在保证和提高土壤肥力

的基础上，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对于维持土壤

的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全球气候环境也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关于生物炭和作物秸秆分别施入农田的研

究很多，但作物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对土壤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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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及其自身有机碳矿化影响的研究很少。本试

验采用室内恒温培养方法，研究了小麦、玉米残体

（根茬、秸秆）及其秸秆生物炭单独施用或配合施用

对土壤 ＴＯＣ、ＤＯＣ、ＭＢＣ、ＰＯＣ、ＣＰＯＣ和 ＦＰＯＣ含量
及其自身有机碳矿化的影响，探明作物残体与其生

物炭配施还田在增加土壤碳截留和提高土壤肥力方

面的作用，以期为农田有机物资源合理利用提供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采自小麦／玉米一年二熟轮作长期定
位试验地两种作物秸秆均不还田处理的田块耕层

（０—２０ｃｍ），该试验地位于陕西省三原县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三原试验站，土壤类型属于土垫旱耕人为

土。于２０１２年６月小麦收获后采集新鲜土样，过２
ｍｍ筛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于４℃下保存待用；另
一部分风干后测定土壤基本理化性质。供试土壤

ｐＨ为８０８，土壤总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分别为１４８６
ｇ／ｋｇ和 １５５ｇ／ｋｇ，ＮＯ－３Ｎ１７７３ｍｇ／ｋｇ，ＮＨ

＋
４Ｎ

１２３７ｍｇ／ｋｇ。
供试有机物料包括小麦根茬（ＷＲ）、小麦秸秆

（ＷＳ）、玉米根茬（ＭＲ）、玉米秸秆（ＭＳ）、小麦生物
炭（ＷＢ）和玉米生物炭（ＭＢ）。其中，小麦和玉米植
株以整株的方式采用“Ｓ”型多点采样法，分别于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和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９日于作物收获前
在田间采集得到，采回后从植株茎、根连接处分成根

茬和秸秆２部分，清洗根样，将残体烘干（６５℃）称
重、粉碎（０５ １０ｍｍ）后备用，本试验中采用的
生物炭为自制的秸秆炭，是将小麦、玉米地上部分

（不包括籽粒）粉碎后于４５０℃下缺氧不完全燃烧得
到［１６］，供试有机物料碳、氮含量见表１。
１２　试验设计及培养过程

室内培养试验包括有机物料单施（ＷＲ、ＷＳ、
ＷＢ、ＭＲ、ＭＳ、ＭＢ），小麦、玉米残体分别与其秸秆生
物炭按１∶１的重量比配施（ＷＲ＋ＷＢ、ＷＳ＋ＷＢ、ＭＲ
＋ＭＢ、ＭＳ＋ＭＢ），以及对照（ＣＫ，未添加有机物料
的土壤）共１１个处理，各处理有机物料的加入量相
等，每个处理重复３次。

称取１００ｇ（烘干计）供试土样于１Ｌ培养盆中，
用蒸馏水调节土壤含水量至田间持水量的 ６０％，
２０℃下预培养７ｄ，待微生物活化后，根据处理按每
千克土样８ｇ有机物料的用量分别加入有机物料，
同时将ＣＯ（ＮＨ２）２按１０６ｍｇ／ｋｇ（２４０ｋｇ／ｈｍ

２）的用

表１　供试有机物料的碳氮含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添加物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全碳

ＴｏｔａｌＣ
（ｇ／ｋｇ）

水溶性碳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Ｃ
（ｇ／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Ｎ
（ｇ／ｋｇ）

碳氮比

Ｃ／Ｎ

小麦根茬ＷＲ ４１７ ７６ ６１ ６９７

小麦秸秆ＷＳ ４２５ １５４ ５８ ７３２

小麦生物炭ＷＢ ６１１ ２５ ８９ ６８７

玉米根茬ＭＲ ４０５ １４９ ３９ １０３９

玉米秸秆ＭＳ ４４４ ３０８ ５９ ７４９

玉米生物碳ＭＢ ６８９ ３３ １５７ ４３９

　　注（Ｎｏｔｅ）：ＷＲ—Ｗｈｅａｔｒｏｏｔ；ＷＳ—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ＷＢ—Ｗｈｅａｔ
ｂｉｏｃｈａｒ；ＭＲ—Ｍａｉｚｅｒｏｏｔ；ＭＳ—Ｍａｉｚｅｓｔｒａｗ；ＭＢ—Ｍａｉｚｅｂｉｏｃｈａｒ．

量，以溶液形式加入相应培养盆中补充氮源（调节

土壤含水量至田间持水量的７０％）。另外设有只加
土壤的处理为对照处理，充分混匀后，在（２５±１）℃
恒温条件下密封培养８３ｄ，培养过程中水分采用称
重法补充维持至初始重量。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土壤和有机物料中全碳和全氮的测定采用常规

方法［１７］，有机物料水溶性碳采用蒸馏水浸提（ｗ／ｖ
＝１／１０）ＴＯＣ分析仪测定，ＣＯ２释放量分别在培养
的第２、４、６、９、１３、１７、２１、２７、３４、４１、５１、６６、８３ｄ采
用ＮａＯＨ吸收滴定法测定。采用氯仿薰蒸浸提法测
定土壤微生物量碳，根据刘梦云等［１８］的研究方法测

定土壤颗粒有机碳。

１４　数据分析
土壤粗细颗粒有机碳的敏感性指数采用下式

计算［１９］：

敏感性指数＝（各处理土壤碳组分含量 －对照
处理土壤碳组分含量）／对照处理土壤碳组分含量

试验数据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ＤＰＳ７０５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添加物处理有机碳矿化速率及累积矿
化率

图１显示，培养期间各处理有机碳矿化速率变
化规律一致，均表现为前快后慢。不同种类作物残

体单施处理前期（０ ２１ｄ）有机碳矿化速率较快，
为有机碳矿化快速期，之后矿化速率有所减缓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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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于稳定，在培养５１ｄ后有机碳矿化速率趋于平
稳状态；不同种类生物炭单施处理在培养前期（０
４ｄ）有机碳矿化速率较快，之后基本维持稳定状态；
不同有机物料配施处理前期（０ ８ｄ）有机碳矿化
速率较快，之后有所减缓，于４１ｄ后基本维持稳定。
培养结束后，无论来源于小麦还是玉米的有机物料，

单施处理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以秸秆最高（４６％），

根茬次之（３０％ ４３％），生物炭最低（３％ ４％），
残体与生物炭配施处理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介于生

物炭和作物残体单施处理之间；有机碳累积矿化率

在配施处理间表现为秸秆与生物炭配施（１９％）始
终高于根茬与生物炭配施（１２％ １５％），表明秸秆
较根茬更容易腐解。

图１　不同添加物处理有机碳矿化速率及累积矿化率
Ｆｉ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注（Ｎｏｔｅ）：ＷＲ—小麦根茬 Ｗｈｅａｔｒｏｏｔ；ＷＳ—小麦秸秆 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ＷＢ—小麦生物炭 Ｗｈｅａｔｂｉｏｃｈａｒ；ＭＲ—玉米根茬 Ｍａｉｚｅｒｏｏｔ；

ＭＳ—玉米秸秆 Ｍａｉｚｅｓｔｒａｗ；ＭＢ—玉米生物炭 Ｍａｉｚｅｂｉｏｃｈａｒ．］

２２　不同添加物处理土壤各组分有机碳含量
表２表明，对于土壤总有机碳，与培养前土壤相

比，培养期间各处理土壤ＴＯＣ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具体表现为单施生物炭 ＞残体与生物炭配施
＞单施残体＞对照，且单施生物炭处理土壤ＴＯＣ含
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与对照处理相比，添加小麦和

玉米生物炭，ＴＯＣ含量分别显著增加了 ３４４％和
３６５％。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在添加小麦根茬和
玉米生物炭处理最高，在对照处理最低，残体与其生

物炭配施介于二者之间，与对照处理相比，不同添加

物处理均显著增加了土壤ＤＯＣ含量，对于小麦添加
物，ＤＯＣ含量依次为根茬 ＞秸秆 ＞生物炭，玉米添

加物则与之相反。对于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不同

有机物料添加处理间基本趋势为残体与生物炭配施

＞单施残体＞单施生物炭，作物不同部位添加物间
均表现为秸秆＞根茬，不同种类作物添加物间均表
现为玉米＞小麦。对于土壤颗粒有机碳含量，添加
生物炭的处理土壤ＰＯＣ含量普遍较高，但各处理间
差异较小，对于小麦和玉米添加物，ＰＯＣ含量均表
现为生物炭＞根茬＞秸秆，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
可见，添加生物炭能够明显增加土壤 ＴＯＣ和 ＰＯＣ
含量，生物炭与残体配施能够增加土壤 ＭＢＣ含量，
在增加土壤 ＴＯＣ和 ＭＢＣ含量方面，添加玉米秸秆
效果优于小麦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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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添加物处理土壤各组分有机碳含量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ＳＯ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总有机碳 （ｇ／ｋｇ）

ＴＯＣ
活性有机碳 （ｍｇ／ｋｇ）

ＤＯＣ
微生物量碳 （ｍｇ／ｋｇ）

ＭＢＣ
颗粒总有机碳（ｇ／ｋｇ）

ＰＯＣ

ＣＫ １５００±０１５ｅ １８９±０４３ｅ ２７８７±２２４ｈ ５０８±０２０ｇ

ＷＲ １６４０±０６３ｄ ４００±０３２ａ ３９１５±２１１ｇ ６１８±０４２ｅｆ

ＷＳ １６２１±０３８ｄ ２９１±０３４ｄ ４２３５±６７２ｆ ５２６±０２８ｇ

ＷＢ ２０１６±０５２ａ ２５４±０２４ｄｅ ３８１６±３３８ｇ ７４３±０６０ａｂｃ

ＭＲ １７７１±０４１ｃ ２８４±０１９ｄ ５２７８±１８２ｄｅ ６５５±０１７ｄｅ

ＭＳ １６９１±０２６ｄ ３９７±０２４ａｂ ６６７９±１０６ｂｃ ５６４±０２２ｆｇ

ＭＢ ２０４７±０２２ａ ４１２±０２２ａ ５２４７±７１４ｄ ８１４±０８６ａ

ＷＲ＋ＷＢ １８００±０２２ｂｃ ３０３±０６８ｃｄ ４９１５±１９７ｅｆ ７８９±０４４ａｂ

ＷＳ＋ＷＢ １８３５±０５５ｂｃ ３１８±０２６ｂｃｄ ６３６０±０６９ｃ ７３０±０８３ａｂｃｄ

ＭＲ＋ＭＢ １８２１±０８４ｂｃ ３７０±０２９ａｂｃ ７１６０±０２４ｂ ６９７±００４ｃｄｅ

ＭＳ＋ＭＢ １８５１±０３７ｂ ３２１±０５７ｂｃｄ ９５２１±０６２ａ ７２７±０４１ｂｃｄ

　　注（Ｎｏｔｅ）：ＴＯＣ—Ｔｏ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ＤＯＣ—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ＭＢＣ—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Ｃ—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
ＷＲ—小麦根茬 Ｗｈｅａｔｒｏｏｔ；ＷＳ—小麦秸秆 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ＷＢ—小麦生物炭 Ｗｈｅａｔｂｉｏｃｈａｒ；ＭＲ—玉米根茬 Ｍａｉｚｅｒｏｏｔ；ＭＳ—玉米秸秆 Ｍａｉｚｅ

ｓｔｒａｗ；ＭＢ—玉米生物炭 Ｍａｉｚｅｂｉｏｃｈａｒ．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添加物处理土壤粗细颗粒有机碳含量及
其敏感性指数

表３表明，对于土壤粗颗粒有机碳含量，与有机
物料单独添加处理相比，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土壤

ＣＰＯＣ含量较高，且 ＷＲ＋ＷＢ、ＷＳ＋ＷＢ、ＭＳ＋ＭＢ
三个处理土壤ＣＰＯＣ含量显著高于有机物料单独添
加处理。土壤细颗粒有机碳含量范围为 ４１２
６６３ｇ／ｋｇ，大于土壤粗颗粒有机碳的０９６ ２０２
ｇ／ｋｇ，不同有机物料添加处理均表现为单施生物炭
＞残体与生物炭配施 ＞单施残体，不同种类作物添
加物间基本趋势为玉米＞小麦，与对照处理相比，添
加小麦和玉米生物炭土壤ＦＰＯＣ含量分别显著增加
２０１ｇ／ｋｇ和２５１ｇ／ｋｇ。土壤粗、细颗粒有机碳敏
感性指数变化幅 度 较 大，分 别 为 １２８８％
１１０４４％，１４４％ ６０９２％。在不同有机物料添加
处理中，土壤粗颗粒有机碳较细颗粒有机碳更为敏

感，对土壤和作物管理措施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

土壤粗颗粒有机碳的敏感性指数在残体与生物炭配

施处理下最高，土壤细颗粒有机碳的敏感性指数在

单施生物炭处理下最高，表明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

有利于增加土壤粗颗粒有机碳含量，单施生物炭有

利于增加土壤细颗粒有机碳含量。

３　讨论
作物残体还田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补充

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但残体单独施入土壤

后，由于其腐解速率较快，不利于土壤有机碳的长期

固持，影响土壤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中，单施残体

在培养的前２１ｄ为有机碳矿化快速期，其有机碳矿
化速率及累积矿化率均最高，与添加根茬相比，添加

秸秆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较高。这是因为与秸秆相

比，根茬木质化程度高，较难腐解，尤其是小麦根茬，

因此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较低。Ｐｕｇｅｔ等对豆科绿
肥中根碳和地上部碳短期动态变化进行研究，发现

在生长季末期，近一半源于根的碳仍留在土壤中，然

而仅有１３％源于地上部的碳留存在土壤中［２０］。本

研究中，添加作物根茬对土壤总有机碳及颗粒有机

碳的增加作用均大于添加秸秆，表明添加根茬更有

利于增加土壤碳库储量，提升土壤肥力。

生物炭是一种稳定的有机物质，生命周期可达

数百至数千年［２１］，生物炭的高度稳定性使其在增加

土壤碳截留和碳库储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

中，单施生物炭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最低。这是因

为与秸秆相比，生物炭具有芳香族的多碳结构，易矿

化的有机碳含量较低，培养４ｄ后残留的有机碳比

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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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添加物处理土壤粗细颗粒有机碳含量及其敏感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ＣＰＯＣａｎｄＦＰＯＣ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粗颗粒有机碳 ＣＰＯＣ

含量 （ｇ／ｋ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敏感性指数（％）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细颗粒有机碳 ＦＰＯＣ

含量 （ｇ／ｋ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敏感性指数（％）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ＣＫ ０９６＋００３ｃ ０ ４１２±０１８ｆ ０

ＷＲ １１２±００３ｃ １７４６ ５０５±０３９ｄｅ ２２４９

ＷＳ １０８±００２ｃ １２８８ ４１８±０２７ｆ １４４

ＷＢ １３０±００３ｂｃ ３５１９ ６１３±０６２ａｂ ４８８５

ＭＲ １２６±００２ｂｃ ３１５９ ５２９±０１８ｃｄ ２８４２

ＭＳ １１４±００９ｃ １８８２ ４５０±０１４ｅｆ ９３４

ＭＢ １５１±０２２ｂ ５７２５ ６６３±０６８ａ ６０９２

ＷＲ＋ＷＢ ２００±０４０ａ １０８０１ ５９０±０１４ｂｃ ４３１８

ＷＳ＋ＷＢ ２０２±０３４ａ １１０４４ ５２９±０７６ｃｄ ２８２１

ＭＲ＋ＭＢ １５６±００５ｂ ６２８０ ５４１±００１ｃｄ ３１１７

ＭＳ＋ＭＢ １９０±０２５ａ ９８８９ ５３６±０１９ｃｄ ２９９８

　　注（Ｎｏｔｅ）：ＣＰＯＣ—Ｃｏａｒｓ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ＦＰＯＣ—Ｆｉｎ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ＷＲ—小麦根茬 Ｗｈｅａｔｒｏｏｔ；ＷＳ—小麦秸秆
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ＷＢ—小麦生物炭 Ｗｈｅａｔｂｉｏｃｈａｒ；ＭＲ—玉米根茬 Ｍａｉｚｅｒｏｏｔ；ＭＳ—玉米秸秆 Ｍａｉｚｅｓｔｒａｗ；ＭＢ—玉米生物炭 Ｍａｉｚｅｂｉｏｃｈａｒ．同列数

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Ｐ＜

００５）．

较稳定，难以被微生物腐解利用，因此其有机碳累积

矿化率最低［２２］。有研究表明，与不添加生物炭的土

壤相比，添加生物炭能降低土壤ＣＯ２的释放
［２３］。在

本研究中，添加生物炭增加了土壤 ＣＯ２的释放量，
这是因为一方面添加有机物料能为微生物活动繁殖

提供能量来源，促进微生物活动繁殖，加快矿化作

用；另一方面添加生物炭能够改变土壤的 ｐＨ值，加
快土壤的呼吸速率［２４］，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壤

ＣＯ２的释放量；Ｂｒｕｕｎ等认为也可能是因为生物炭
加入土壤后引起的激发效应导致土壤 ＣＯ２释放量

的增加［２５］。添加有机物料的各处理均不同程度提

高了土壤 ＴＯＣ含量，且添加生物炭对土壤 ＴＯＣ含
量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添加作物残体，这是因为一

方面各有机物料加入到土壤中，不同程度地增加了

土壤碳投入，因而增加了土壤 ＴＯＣ含量；另一方面
生物炭本身以芳香环形式存在的碳含量很高，粉碎

加入土壤中能显著提高土壤ＴＯＣ含量，因此对于土
壤中碳的长期固持很有潜力，而秸秆粉碎后加入土

壤中只有分解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土壤有机质的组

分，故添加生物炭所引起的土壤ＴＯＣ含量的增加显
著高于添加秸秆［２６］。土壤颗粒有机碳作为土壤活

性有机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土壤团聚体形成和

碳素循环与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有关土壤有

机碳的研究表明，颗粒有机碳既可作为有机碳长期

变化的累积性指标［２７］，又能很好地反映土壤质量的

变化［２８］，颗粒有机碳的形成对提高土壤碳库储量和

减缓ＣＯ２释放也具有重要意义
［２９］。与添加作物残

体相比，添加生物炭对土壤颗粒有机碳的增加作用

更为显著，是因为生物炭具有与土壤颗粒形成土壤

团聚体和有机无机复合体的活性功能，生物炭一方

面有利于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和稳定，使其结构得到

改善；另一方面受益于团聚体的物理保护作用，从而

有利于碳长期固持形成颗粒有机碳，因此能够增加

土壤颗粒有机碳的含量。与作物残体相比，生物炭

更有利于土壤细颗粒有机碳含量的增加，可能是因

为生物炭施入土壤后，其自身极细小的生物炭颗粒

夹杂或吸附在土壤表面，从而引起土壤细颗粒有机

碳含量的增加［３０］。

　　残体与生物炭配施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介于残
体和生物炭单施之间，不仅能为当季作物提供养分

来源，生物炭的高度稳定性还使其对土壤养分的补

充作用能够维持较长时间，有利于增加土壤碳库储

８４９



４期　　　 李有兵，等：作物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对土壤有机碳及其自身矿化率的提升

量，从而改善土壤质量，维持土壤的可持续发展。土

壤微生物量碳是衡量土壤微生物活性的重要指标，

不同添加物处理间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均表现为残

体与生物炭配施＞单施残体 ＞单施生物炭，生物炭
单独添加到土壤中，易矿化的有机碳增加较少，为微

生物提供的能源物质较少，微生物活动较弱，因此微

生物量碳含量较低，残体与生物炭配施加入土壤中，

一方面，生物炭的分子结构表现出化学和微生物学

的高度稳定性，这样的结构可以为土壤微生物提供

良好的避难所［３１］；另一方面，作物残体降解产生的

碳、氮组分为微生物提供物质和能量来源，促进微生

物活动和繁殖，因此能够增加土壤微生物量碳含

量［３２］。作物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更有利于土壤粗

颗粒有机碳含量的增加，可能是因为配施处理为微

生物活动繁殖提供能源和栖息场所，促进微生物的

活动，加速土壤的团聚化作用形成粗颗粒有机碳。

４　结论
添加不同有机物料对土壤各组分有机碳含量及

其自身有机碳矿化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单独添加

作物残体其有机碳累积矿化率最大，对土壤养分的

补充作用较为明显，但会释放过多的ＣＯ２；单独添加
生物炭显著增加了土壤总有机碳，其有机碳累积矿

化率仅为３％左右，短期内对土壤养分的补充作用
较小；作物残体与其生物炭配施显著增加了土壤微

生物量碳和粗颗粒有机碳含量，且其有机碳累积矿

化率介于生物炭和残体单施之间，在保证作物养分

供应的同时能增加土壤碳库储量，可以有效克服秸

秆和生物炭单独还田的弊端，对土壤肥力的综合提

升效果更好。

参 考 文 献：

［１］　陈红霞，杜章留，郭伟，张庆忠．施用生物炭对华北平原农田

土壤容重、阳离子交换量和颗粒有机质含量的影响［Ｊ］．应用

生态学报，２０１１，２２（１１）：２９３０－２９３４

ＣｈｅｎＨＸ，ＤｕＺＬ，ＧｕｏＷ，ＺｈａｎｇＱＺ．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ｎ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２（１１）：

２９３０－２９３４

［２］　ＹａｎｇＸＹ，ＲｅｎＷＤ，ＳｕｎＢＨ，ＺｈａｎｇＳ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ｉ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ｍｅｓｏｎｔｏｔａｌａｎｄｌａｂｉｌｅ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ｄｅｒｍａ，２０１２，１７７：４９－

５６

［３］　龚伟，颜晓元，王景燕，等．长期施肥对小麦玉米作物系统土

壤腐殖质组分碳和氮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２００９，１５（６）：１２４５－１２５２

ＧｏｎｇＷ，ＹａｎＸ Ｙ，ＷａｎｇＪＹ 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ｉｌｈｕｍ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ｗｈｅａｔ

ｍａｉｚ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１５（６）：１２４５－１２５２

［４］　ＨａｅｉＭ，?ｑｕｉｓｔＭＧ，ＩｌｓｔｅｄｔＵ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ｆｒｏｓｔｏｎ

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ａｂｏｒｅ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ｏｉｌ：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２，１０７（１－３）：９５－１０６

［５］　ＸｉａｏＫ，ＺｈｏｕＪ，ＬｉｕＸｅｔａｌ．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

（ＤＯＣ）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ｉｄｕ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Ｈ［Ｍ］．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４７５－４７８

［６］　ＣａｍｂａｒｄｅｌｌａＣＡ，ＥｌｌｉｏｔｔＥＴ．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Ｊ］．

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４，５８（１）：１２３－１３０

［７］　ＹａｎＤ，ＷａｎｇＤ，Ｙａｎｇ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ｔｒａｗ，ａｎｄｍａｎｕｒｅｏｎｌａｂ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ｐａｄｄｙｓｏｉｌ

［Ｊ］．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ｏｉｌｓ，２００７，４４（１）：９３－１０１

［８］　ＪａｎｚｅｎＨＨ，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Ａ，ＢｒａｎｄｔＳＡｅｔａｌ．Ｌｉｇｈｔ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ｓｏｉｌｓ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ｒｏｐ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２，５６（６）：１７９９－１８０６

［９］　ＰｕｒａｋａｙａｓｔｈａＴＪ，ＲｕｄｒａｐｐａＬ，ＳｉｎｇｈＤ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ｏｎ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ｏｌｓａｎｄ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ｉｎ

ｍａｉｚｅｗｈｅａｔｃｏｗｐｅａ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Ｇｅｏｄｅｒｍａ，２００８，１４４

（１）：３７０－３７８

［１０］　马涛涛，颜冬冬，毛连纲，等．４种熏蒸剂处理对土壤可溶性

有机氮和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２０１４，２２（２）：１５９－１６４

ＭａＴＴ，ＹａｎＤＤ，ＭａｏＬ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ｆｕｍｉｇａｎｔｓｏｎ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ｓｏｉ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４，２２（２）：１５９－１６４

［１１］　肖新，朱伟，肖靓，等．适宜的水氮处理提高稻基农田土壤

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量碳氮［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

（２１）：９１－９８

ＸｉａｏＸ，ＺｈｕＷ，ＸｉａｏＬｅｔａｌ．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ｓｏｉ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

２０１３，２９（２１）：９１－９８

［１２］　ＡｎｔａｌＭ Ｊ，ＧｒｏｎｌｉＭ．Ｔｈｅａｒ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ｃｈａｒｃｏ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４２（８）：１６１９－１６４０

［１３］　陈温福，张伟明，孟军．农用生物炭研究进展与前景［Ｊ］．中

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６（１６）：３３２４－３３３３

ＣｈｅｎＷ Ｆ，ＺｈａｎｇＷ Ｍ，Ｍｅｎｇ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４６（１６）：３３２４－３３３３

［１４］　ＳｏｈｉＳＰ，ＫｒｕｌｌＥ，ＬｏｐｅｚＣａｐｅｌＥ，ＢｏｌＲ．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ｎｄｉｔｓｕｓ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ｉｌ［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０，１０５：４７－８２

［１５］　蒙世协，刘春岩，郑循华，等．小麦秸秆还田量对晋南地区

裸地土壤－大气间甲烷、二氧化碳、氧化亚氮和一氧化氮交

换的影响［Ｊ］．气候与环境研究，２０１２，１７（４）：５０４－５１４

９４９



植 物 营 养 与 肥 料 学 报 ２１卷

ＭｅｎｇＳＸ，ＬｉｕＣＹ，ＺｈｅｎｇＸ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ｏｎ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ｆｌｕｘｅｓｏｆａｂａｒｅｓｏｉｌｉｎＳｏｕｔｈＳｈａｎｘｉ［Ｊ］．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１７（４）：５０４－５１４

［１６］　ＳｔｒｅｕｂｅｌＪＤ，ＣｏｌｌｉｎｓＨ Ｐ，ＰｅｒｅｚＭ 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ｂｉｏｃｈａｒｔｙｐｅｓｏｎｆｉｖｅｓｏｉｌｓａ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７５（４）：

１４０２－１４１３

［１７］　鲍士旦．土壤农化分析（第三版）［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２００５２６３－２７０

ＢａｏＳ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３ｒｄＥｄ．）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２６３－２７０

［１８］　刘梦云，常庆瑞，齐雁冰，孙宁．黄土台塬不同土地利用土

壤有机碳与颗粒有机碳［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２）：

２１８－２２６

ＬｉｕＭＹ，ＣｈａｎｇＱＲ，ＱｉＹＢ，ＳｕｎＮ．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ｏｎ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０，２５（２）：

２１８－２２６

［１９］　ＢａｎｇｅｒＫ，ＴｏｏｒＧＳ，ＢｉｓｗａｓＡ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１６－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ｉｎａＴｙｐｉｃＲｈｏｄａｌｆｓｉｎ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ｔｒｏｐｉｃｓ［Ｊ］．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８６（３），３９１－３９９

［２０］　ＰｕｇｅｔＰ，ＤｒｉｎｋＬ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ｒｏｏｔａｎｄｓｈｏｏ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ｒｏｍａ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ｕｓｇｒｅｅｎｍａｎｕｒｅ［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１，６５：７７１－７７９

［２１］　ＬｅｈｍａｎｎＪ．Ａｈａｎｄｆｕｌ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７，４４７

（７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４

［２２］　张千丰，王光华．生物炭理化性质及对土壤改良效果的研究

进展［Ｊ］．土壤与作物，２０１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６

ＺｈａｎｇＱＦ，ＷａｎｇＧ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ｓｓｏｉｌ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Ｊ］．Ｓｏｉｌ

ａｎｄＣｒｏｐ，２０１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６

［２３］　匡崇婷，江春玉，李忠佩，胡锋．添加生物质炭对红壤水稻

土有机碳矿化和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Ｊ］．土壤，２０１２，４４

（４）：５７０－５７５

ＫｕａｎｇＣＴ，ＪｉａｎｇＣＹ，ＬｉＺＰ，Ｈｕ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ｒｅｄｐａｄｄｙｓｏｉｌｓ［Ｊ］．Ｓｏｉｌ，２０１２，４４（４）：５７０－５７５

［２４］　范分良，黄平容，唐勇军，等．微生物群落对土壤微生物呼

吸速率及其温度敏感性的影响［Ｊ］．环境科学，２０１２，３３

（３）：９３２－９３７

ＦａｎＦＬ，ＨｕａｎｇＰＲ，ＴａｎｇＹＪｅｔａｌ．Ａｌｔｅｒ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ｉ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３（３）：９３２

－９３７

［２５］　ＢｒｕｕｎＥＷ，ＡｍｂｕｓＰ，Ｅｇｓｇａａｒｄ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ｌｏｗａｎｄｆａｓ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ｂｉｏｃｈａｒｏｎｓｏｉｌＣａｎｄ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４６：７３－７９

［２６］　王娟，张丽君，姚槐应．添加秸秆和黑炭对水稻土碳氮转化

及土壤微生物代谢图谱的影响［Ｊ］．中国水稻科学，２０１３，

２７（１）：９７－１０４

Ｗａ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ＬＪ，ＹａｏＨＹ．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ｃａｒｂｏ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ｎＣ－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ｐａｄｄｙｓｏｉ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ｉｃｅＳｃｉ，２０１３，２７（１）：

９７－１０４

［２７］　于建光，李辉信，陈小云，胡锋．秸秆施用及蚯蚓活动对土

壤活性有机碳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１８（４）：８１８

－８２４

ＹｕＪＧ，ＬｉＨＸ，ＣｈｅｎＸＹ，ＨｕＦ．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ｉｌｌａｂ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１８（４）：８１８－８２４

［２８］　ＬｏｕＹＬ，ＷａｎｇＪＫ，ＬｉａｎｇＷＪ．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２２－ｙｅａ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ｍａｉｚｅ

ｆｉｅｌ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１１，８７（３）３８６－３９０

［２９］　李江涛，张斌，彭新华，赖涛．施肥对红壤性水稻土颗粒有

机物形成及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４，４１

（６）：９１２－９１７

ＬｉＪＴ，ＺｈａｎｇＢ，ＰｅｎｇＸＨ，Ｌａｉ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ｐａｄｄｙｓｏｉｌ［Ｊ］．Ａｃｔａ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４１（６）：９１２

－９１７

［３０］　高海英，何绪生，陈心想，等．生物炭及炭基硝酸铵肥料对

土壤化学性质及作物产量的影响［Ｊ］．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２，３１（１０）：１９４８－１９５５

ＧａｏＨＹ，ＨｅＸＳ，ＣｈｅｎＸＸ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ｂａｓｅｄ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ｉ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ｏｎｓ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ｒｏｐｙｉｅｌ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１（１０）：１９４８－１９５５

［３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ＪｅａｎＤＦ，ＮｅｉｌＡ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ｆｒｏｍ 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ｓｏｉｌ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２０１０，３３７：１

－１８

［３２］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ＪＭ，ＮｉｅｔｏＭ，ＬóｐｅｚｄｅＳáＥＧ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ｓｏｉｌｓａｍｅｎｄｅｄｗｉｔｈ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ｌｏｎｅｏ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４８２：１－７

０５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