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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量实践证明ꎬ 肥料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 近年来我

国化肥过量和不合理施用问题严重ꎬ 单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３ 倍以上ꎬ
由此导致肥料利用率低ꎬ 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温室气体增排、 土壤酸化等环境问题ꎬ
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ꎬ 其生态环境效应也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ꎮ 因

此ꎬ 如何高效利用肥料养分、 提高肥料利用率ꎬ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生态环境安

全和农田可持续利用的重大国家需求ꎮ
２０１５ 年农业部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业要实现化肥用量零增长ꎬ 科技部也先

后启动了 ９７３ 计划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试点专项ꎬ 开展化肥 “减施增效” 综合技术

研发ꎮ 为借鉴发达国家化肥 “减施” 的成功经验ꎬ 交流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的最新进

展ꎬ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 ＩＰＮ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中

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等单位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在北京联合组织召开了 “化

肥零增长下养分高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旨在提出化肥科学 “减施” 和提高肥

料利用率的对策与途径ꎬ 助力国家化肥零增长计划的实现ꎮ 来自美国、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印度、 法国、 意大利等国外专家和国内 １１０ 个不同单位的 ３００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ꎮ 与会代表就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蔬菜、 果树养分管理

以及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等 ６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

研讨ꎮ
本书收录了研究论文、 摘要和综述共 ５６ 篇ꎬ 内容涉及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蔬

菜、 果树养分管理以及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等方面的研究ꎬ
反映了近年来国际上作物养分管理和高效施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ꎮ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高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 得到了农业部、 中国农业科学

院、 国际肥料工业协会 ( ＩＦＡ) 和加拿大钾肥公司 (Ｃａｎｐｏｔｅｘ) 的大力支持ꎮ 特别感

谢 ＩＰＮＩ 所长 Ｔｅｒｒ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 和副所长 Ａｄｒ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博士为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所作

出的努力ꎬ 以及 ＩＰＮＩ 中国项目部全体同仁的辛勤付出ꎮ 感谢为本书的研究成果作出

贡献的所有研究人员ꎮ 感谢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ꎮ
现将此书奉献给读者ꎬ 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作物养分管理和肥料高效利用的技

术进步ꎮ 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ꎬ 我们力求数据可靠、 分析透彻、 论证全面、 观点

客观ꎬ 但可能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ꎬ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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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ｚｅ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ＮＩ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ｋｅ ｍｏｒｅ ｌａｔｅｒ￣ｓｅａｓ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ꎬ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ａ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ｉｚ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ｎｏｗ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ＵＥ ａｓ ａ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ｒａｉｔ (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ｊｕｓｔ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ｓ ａ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Ｅｖｅ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ｙｂｒｉｄ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ｏｆｔ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ＵＥ Ｔｈｕｓ ｆａ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ｎｏ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ＩＥ ｏｒ ＮＵＥ ｉｎ ａｎｙ ｃｅｒｅａｌ ｃｒｏｐꎬ ｂｕｔ ｓｕ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ｓｐｅ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Ａｓ ｐｌａｎｔ ｔｒａｉｔ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ｋｎ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ａｐ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ｅｒｅａ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Ｉ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ＵＥ ｗｉｔｈ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Ｅｖｅｎ ｉ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ｅｓ ｄｏｎ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ｎ ａ 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 ｂａ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ｃｅｒｅ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ＮＵ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ｒｅ ａ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ＮＵＥ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 ｒａｔｅ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ｗ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ｍｕ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ｗ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ｄ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ｑｕｉ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ｉｍ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 ａｓ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ｓ) ｏｒ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ａｓ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ｌａｔｅｒ￣ｓｅａｓ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ｒｏｐ ｌｏｓｓ ｒｉｓｋ Ｎｅｗ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ｒｏｐ ｒｏｏｔ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ＧＰ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ｆｅｒ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ＮＵＥ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ＮＵＥ ｃａｎ ｎｏｗ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ｓｉｎｇｌｅ￣ｔｉｍ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ｗｅｌｌ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ｏｐ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ꎬ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ＮＵＥ ｇ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ｌｉ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ｅｖｏｌｖｅꎬ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ｕｓｔ
ｄｅｖｏｔｅ ｍｏｒ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ｏｔｈ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ｒａｔｅꎬ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ｅｒｅ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ｈ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ｄｅａｌｌｙꎬ ｎｅｗ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４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Ｃｒ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ＮＵ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ｅｒｅａｌ ｙｉｅｌｄｓ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ｓ ｔｒｕｅ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ｓｔ ｌｉｍｉ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ｒ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ＮＵＥ ａｎｄ ＮＩ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ｇｉｖｅ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ａｒｅ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ｃｒｏｐ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ꎬ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ꎬ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ｌｉｋ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ꎬ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ｄａｔｅꎬ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ｍａｎｕｒｅ /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ꎬ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ｇｒ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ｒ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Ｗｈｉｌ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ｇｉｖ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ｏ ｂ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 ｗｈｅ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ｅ ｄｅｖｏｔｉｎｇ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ｏｓｔ 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Ｃｏｒｎ Ｂｅｌｔ ｔｏｄａｙ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ｆｕｌｌ￣ｗｉｄ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ｍａ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ｔ Ｐｕｒｄ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ｒａｔｅꎬ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 ｏｒ ｔｉｍｉｎｇ ) ｉｎ ｓｔｒｉｐ￣ｔｉｌｌ 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ｔｈａ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ｉｎｐｕｔ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 ｅ ｇ Ｎ  Ｐ ｏｒ Ｎ  Ｋ)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ｐｓ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ａ ｃｒ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ｉｚ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ｆｆｏｒ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ＩＰＮＩ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ａｒｍ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ｅｒｓｕｓ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ｍａ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ｈｙｂｒｉｄｓꎬ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ꎬ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 ｏ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ｏ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ｌ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ｏｌｅ￣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ＮＵ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ａ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ｔｅｌｌ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ａｓｔ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ＮＵＥ ａｓ ｃｅｒｅａｌ
ｙｉｅｌｄ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ｗｅｒ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ｌｅｓｓ ｗｅｌ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ꎬ 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ｏ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ｒ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ｆ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ｈｏｐｅ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ＮＵＥ ｉｎ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 ｙｉｅｌｄ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ＮＩ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ꎬ ａ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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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ｂｙ ｃｅｒｅａｌ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ｍｏｓ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ＮＵ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ｓ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ｆ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 ｉ 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ｅｄ ｂｏ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ｅｒｅａｌ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ｎｔ ｂｒｅｅｄｅｒｓꎬ ｃｒｏｐ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ａｎｄ ( ｏｒ )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ｕｃｈ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ｓ ｂｏｔｈ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ｄａｙ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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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小麦玉米轮作制度下养分专家系统的推荐施肥应用∗

王宏庭∗∗ꎬ 于志勇ꎬ 赵萍萍ꎬ 张笃军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资源研究所ꎬ 太原　 ０３００３１)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小麦 / 玉米轮作体系中养分专家系统定位持续应用的效果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采用田间试验

的方法定位研究了两个试点养分专家系统推荐施肥 (农民自己应用系统) 连续四季作物的效果ꎮ 两个试点两年

四季连续定位应用养分专家系统的肥料推荐 (ＯＰＴｅ) 的作物产量和吸氮量与测土推荐 (ＯＰＴｓ)、 农民习惯施肥

(ＦＰ) 分别比较ꎬ 均没有明显的差异ꎮ 在保证高产的条件下ꎬ ＯＰＴｅ 处理小麦玉米轮作的施氮量较 ＦＰ 处理节约

３３％~ ４８％ 氮肥ꎬ 氮肥利用率均明显提高了 １０ ~ １３ 个百分点ꎮ 养分专家系统的肥料推荐能保持作物持续高产ꎬ
稳定性较好ꎬ 是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的新的肥料推荐工具ꎮ
关键词: 养分专家系统ꎻ 小麦—玉米轮作ꎻ 产量ꎻ 氮肥利用效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ｔｉｎｇ∗∗ꎬ Ｙｕ Ｚｈｉｙｏｎｇꎬ Ｚｈａｏ Ｐｉｎｇｐｉ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Ｄｕｊｕ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Ｓｈａｎｘ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３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Ｙａｏｄｕ ｓｉｔｅ ｉ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ｒｏｐ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Ｔ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ＦＰ ( ｆａｒｍ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ａｒｍ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ｓａｖｅｄ ｂｙ ３３－ ４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１０－１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ｉｓ ａ ｎｅｗ ｔｏｏｌ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ｔｈｙ ｔｏ ｂ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ꎻ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ꎻ Ｙｉｅｌｄ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小麦和玉米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ꎬ ２０１３ 年我国小麦、 玉米的播种面积分别占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的 ２１ ５％ 和 ２２ １％ ꎬ 两种作物的总产量分别占粮食总产的 ２０ ３％ 和 ３６ ３％ [１] ꎮ 在土

壤—作物生产系统中ꎬ 施肥能调节营养物质在作物体内和土壤中的状况ꎬ 改善作物生长发育的内

在和外界环境ꎬ 最终达到提高产量、 改善品质、 培肥地力ꎬ 持续发展的目的ꎮ 因此ꎬ 肥料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物质支撑作用[２] ꎮ 施用化肥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最有效的农产品增产措施

之一[３] ꎮ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ꎬ 国家对粮食的需求也不断增长ꎬ 农民通过增加肥料投入来提高

粮食产量ꎬ 形成了我国特有的靠化肥的大量投入来增加单产的农田高强度利用生产体系[２] 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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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我国种植业化肥施用量已高达 ５ ４９８万吨 (折纯量)ꎬ 占世界化肥消费量的 １ / ３ 以上ꎬ 其

中ꎬ 粮食作物的化肥总用量为 ２ ７８２万吨ꎬ 占种植业化肥总用量的 ５０ ６％ [４] ꎮ 但肥料的不合理施

用或过量施肥现象在各地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ꎬ 据巨晓棠和谷保静调查ꎬ 过量施氮田块约占总调

查田块的 ３３％ [５] ꎬ 导致氮肥平均利用率仅为 ３０％~ ４１％ [６] ꎬ 较发达国家低 １０ ~ ２０ 个百分点ꎮ 这

样ꎬ 一方面表现为投入增加、 生产效益低下ꎬ 造成资源浪费ꎻ 另一方面对环境产生负面效应ꎬ 影

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 用好肥料资源、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环境质

量的重大科技问题[２] ꎮ
推荐施肥就是要解决需要什么肥ꎬ 各需多少ꎬ 在什么时期施ꎬ 怎么施肥等一系列问题[７￣８] ꎮ

国内外的专家、 学者在农作物推荐施肥的研究和实践中ꎬ 发展了各种施肥推荐的方法和模型ꎬ 如

地力分区 (级) 配方法、 养分平衡法、 地力差减法、 肥料效应函数法、 养分丰缺指标法、 氮磷

钾比例法、 土壤养分系统研究法[９￣１６] ꎬ 耕层氮素实时监控技术、 区域平均施氮量、 实地养分管理

ＳＳＮＭ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７￣１９] 、 ４Ｒ 技术[２０] (正确的品种 ｒ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ꎬ 正确的用

量 ｒｉｇｈｔ ｒａｔｅꎬ 正确的时间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ꎬ 正确的位置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ꎬ 等等ꎬ 在农业生产中均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研究和应用ꎬ 从田间尺度发展到区域尺度ꎬ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成就ꎮ 值得提出的是ꎬ 各

种施肥模型均有优点和技术特点ꎬ 也都存在不足ꎮ 由于受技术、 资金、 人力、 时效性等因素的影

响ꎬ 上述方法在我国人多地少、 土壤基础肥力差、 养分空间变异大、 分散经营、 地块面积小、 复

种指数大、 倒茬时间紧的农业生产体系中应用均有其特殊的难度ꎬ 而生产实践中迫切需要简单、
实用、 便于操作的施肥推荐系统ꎮ 养分专家系统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是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

效率的推荐施肥的一种新方法ꎬ 近几年由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 ＩＰＮＩ) 开发成功ꎮ 它是以改进

的 ＳＳＮＭ 和改进的 ＱＵＥＦＴ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ｓ) 模型参数为指

导的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为原则ꎬ 同时考虑大、 中微量元素的全面平衡ꎬ 并应用计算机软件技术

把复杂和综合的养分管理原则智能化形成的ꎬ 可以为不同用户 (当地技术推广人员、 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 专业种植合作社) 掌握的推荐施肥专家系统ꎬ 并在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及东北

三省等地的当季作物 (小麦或玉米) 得到了初步应用ꎬ 并在稳产条件下取得了节肥增效的良好

效果[１４ꎬ２１￣２４] ꎮ 而在小麦—玉米轮作体系条件下ꎬ 应用养分专家系统连续定位推荐的效果如何ꎬ 是

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应用该系统在临汾市尧都区和襄汾县开展了两年

四季的定位研究ꎬ 以期为养分专家系统更广泛的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临汾市是山西南部地区重要的冬小麦 / 夏玉米轮作主产区ꎬ 属半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ꎬ 多年平

均气温在 １２ ６℃左右ꎬ 年均降水量 ４９８ ｍｍꎬ 无霜期 １９５ ｄ 左右ꎮ 试验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三年试验期间平均气温分别为 １３ ３℃、 １３ ７℃、 １４ ５℃ꎬ 年降水量分别为 ６３０ ８ ｍｍ、 ４９７ ５ ｍｍ、
５３３ １ ｍｍꎬ 但降水量分布不均匀ꎬ 主要集中在 ７—９ 月ꎬ 值得指出的是 ２０１３ 年 ３—４ 月持续低温ꎬ
较往年同期低 ２℃左右ꎬ ５ 月下旬至 ６ 月上旬又遭遇寡照降雨ꎬ 造成小麦一定程度的减产ꎮ 试验选

在临汾市襄汾县西贾乡义顺村和尧都区乔李镇南麻村进行ꎬ 试验前采集耕层 ０ ~ ２０ ｃｍ 土壤按常规

方法测定[２５] ꎬ 土壤的理化性状列于表 １ꎬ 土壤类型为石灰性褐土ꎬ 质地为中壤ꎮ 试验设 ７ 个处理ꎬ
包括 ＯＰＴｅ、 ＯＰＴｅ￣Ｎ、 ＯＰＴｅ￣Ｐ、 ＯＰＴｅ￣Ｋ、 ＣＫ、 ＯＰＴｓ 和 ＦＰꎬ 随机排列ꎬ ３ ~ ４ 次重复ꎬ 小区面积

３３ ５ ｍ２ꎮ 其中ꎬ ＯＰＴｅ 是通过与农户交流后ꎬ 帮助农民根据自己的施肥情况、 作物产量等信息输入

养分专家模型软件运行获得ꎬ ＯＰＴｅ￣Ｎ、 ＯＰＴｅ￣Ｐ、 ＯＰＴｅ￣Ｋ 是指在 ＯＰＴｅ 基础上不施氮肥、 不施磷肥

和不施钾肥ꎬ ＣＫ 为不施任何肥料ꎬ ＯＰＴｓ 为基于土壤测试结果ꎬ 由当地农业部门给出的肥料推荐ꎬ
ＦＰ 为农民习惯施肥 (一般是复合肥和尿素一次性基肥施入)ꎬ 具体的施肥方案列于表 ２ꎮ 试验所用

８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肥料为尿素 (４６％ Ｎ)、 过磷酸钙 (１２％ Ｐ２Ｏ５) 和氯化钾 (６０％ Ｋ２Ｏ)ꎮ 小麦季磷钾肥和 ４５％的氮

肥于播前撒施作基肥施用ꎬ ５５％的氮肥于翌年 ３ 月下旬撒施结合灌溉施用ꎮ 玉米季磷钾肥和 ４０％的

氮肥在夏玉米 ５ ~６ 叶期结合中耕以条施方式施用ꎬ 玉米追肥在玉米 １０ 叶期穴施覆土后灌溉一次施

入ꎮ 冬小麦生长期间ꎬ 浇入冬水、 返青水和抽穗水各一次ꎬ 玉米生长期间ꎬ 浇水 ２ 次ꎬ 锄草、 治虫

等管理按当地习惯ꎬ 有关试验播种收获信息列于表 ３ꎮ 试验收获时采集各处理植株样和土壤样品ꎬ
用常规方法[２５]分析植株全氮、 全磷、 全钾和土壤硝态氮ꎮ 数据处理采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ＰＳＳ １０ ０ 软件进

行了统计分析ꎮ 有关氮肥农学效率、 氮肥利用率计算公式:
氮农学效率 (ＡＥＮꎬ ｋｇ / ｋｇ) ＝ (施氮区产量 － 不施氮区产量) / 施氮量

氮肥利用率 (ＮＵＥꎬ％ ) ＝ (施氮区吸氮量 － 不施氮区吸氮量) / 施氮量 × １００

表 １　 供试土壤的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

硝态氮
ＮＯ３ ￣Ｎ (ｍｇ / ｋｇ)

有机质
ＯＭ (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 Ｋ (ｍｇ / ｋｇ)

襄汾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８ ３２ ２８ ８４ ２１ ２２ １８ ４７ １１９ ６
尧都 Ｙａｏｄｕ ８ ４１ ３５ ５５ １３ ５３ ３６ １２ ２１３ ４

表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小麦 /玉米施肥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小麦季养分施用量 (ｋｇ / ｈｍ２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ｅａｔ

玉米季养分施用量 (ｋｇ / ｈｍ２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襄汾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ＯＰＴｅ １８２ ９２ ７１ １１１ ６２ ６０
ＯＰＴｅ￣Ｎ ０ ９２ ７１ １１１ ６２ ６０
ＯＰＴｅ￣Ｐ １８２ ０ ７１ １１１ ６２ ６０
ＯＰＴｅ￣Ｋ １８２ ９２ ０ １１１ ６２ ６０

Ｃ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ＯＰＴｓ ２１０ ９０ ７５ ２１０ ４５ ４５
ＦＰ ２９２ ３０ ３０ ２７１ １６５ ０

尧都 Ｙａｏｄｕ
ＯＰＴｅ １８２ １０３ ８３ １８２ ６２ ６０

ＯＰＴｅ￣Ｎ １８２ １０３ ８３ ０ ６２ ６０
ＯＰＴｅ￣Ｐ １８２ １０３ ８３ １８２ ０ ６０
ＯＰＴｅ￣Ｋ １８２ １０３ ８３ １８２ ６２ ０

Ｃ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ＯＰＴｓ ２１０ ９０ ７５ ２００ ７５ ７５
ＦＰ ２７１ １６５ ０ ２７６ ７２ ０

　 　 注: 襄汾小麦季目标产量设计为 ８ ５ ｔ / ｈｍ２ ꎬ 氮、 磷、 钾反应分别为 ２ ５ ｔ / ｈｍ２ 、 １ ０ ｔ / ｈｍ２ 和 ０ ７５ ｔ / ｈｍ２ ꎻ 玉米

季目标产量为 ９ ０ ｔ / ｈｍ２ ꎬ 氮、 磷、 钾反应分别为 １ ０ ｔ / ｈｍ２ 、 ０ ５ ｔ / ｈｍ２ 和 ０ ５ ｔ / ｈｍ２ ꎮ 尧都小麦季目标产量设计为

９ ０ ｔ / ｈｍ２ ꎬ 氮、 磷、 钾反应分别为 ２ ５ ｔ / ｈｍ２ 、 １ ２５ ｔ / ｈｍ２ 和 １ ０ ｔ / ｈｍ２ ꎻ 玉米季目标产量为 ９ ０ ｔ / ｈｍ２ ꎬ 氮、 磷、 钾

反应分别为 ２ ０ ｔ / ｈｍ２ 、 ０ ５ ｔ / ｈｍ２ 和 ０ ５ ｔ / ｈｍ２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ｙ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ｗａｓ ８ ５ ｔ / ｈｍ２ 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ｗｅｒｅ
２ ５ ｔ / ｈｍ２ ꎬ １ ０ ｔ / ｈｍ２ ａｎｄ ０ ７５ ｔ / ｈｍ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ｙ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ｗａｓ ９ ０ ｔ / ｈｍ２ 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ｗｅｒｅ １ ０ ｔ / ｈｍ２ ꎬ ０ ５ ｔ / ｈｍ２ ａｎｄ ０ ５ ｔ / ｈｍ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ｙ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Ｙａｏｄｕ
ｗａｓ ９ ０ ｔ / ｈｍ２ 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ｗｅｒｅ ２ ５ ｔ / ｈｍ２ ꎬ １ ２５ ｔ / ｈｍ２ ａｎｄ １ ０ ｔ / ｈｍ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ｙ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Ｙａｏｄｕ ｗａｓ ９ ０ ｔ / ｈｍ２ 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ｆｏｒ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ｗｅｒｅ ２ ０ ｔ / ｈｍ２ ꎬ ０ ５ ｔ / ｈｍ２ ａｎｄ
０ ５ ｔ / ｈｍ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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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作物种植、 收获计划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ｏｆ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

年份 Ｙｅａｒ 作物 / 品种
Ｃｒｏｐ / ｖａｒｉｅｔｙ

播种量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播种日期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ｄａｔｅ

收获日期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ｄａｔｅ

襄汾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小麦 / 临麦 ８０５０ ２２５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１１ １０ １２ ２０１２ ０６ １３

２０１２ 玉米 / 先玉 ３３５ ６０ ０００ ｐｌａｎｔｓ / ｈｍ２ ２０１２ ０６ １５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小麦 / 临麦 ８０５０ ２２５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４ ２０１３ ０６ １４

２０１３ 玉米 / 先玉 ３３５ ６０ ０００ ｐｌａｎｔｓ / ｈｍ２ ２０１３ ０６ １６ ２０１３ １０ ０９
尧都 Ｙａｏｄ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小麦 / 济麦 ２２ ２２５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１１ １０ １３ ２０１２ ０６ １５

２０１２ 玉米 / 先玉 ３３５ ６０ ０００ ｐｌａｎｔｓ / ｈｍ２ ２０１２ ０６ １７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小麦 / 济麦 ２２ ２２５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３ ２０１３ ０６ １０

２０１３ 玉米 / 登海 ６０５ ６０ ０００ ｐｌａｎｔｓ / ｈｍ２ ２０１３ ０６ １３ ２０１３ ０９ ２９

２　 结果分析

２ １　 不同处理对四季作物产量的影响

作物产量是评价不同施肥推荐效果和土地生产能力的重要参数ꎬ 由表 ４ 结果可知ꎬ 两个试点

每季作物的不同施肥处理均影响作物产量ꎮ 从不施肥 ＣＫ 处理看ꎬ 两试点的地力存在差异ꎬ 尧都

试点的每季作物产量均低于襄汾试点ꎬ 这表明尧都试点的地力水平整体上低于襄汾试点ꎬ 这也与

土壤测试结果 (表 １) 有机质含量较高相吻合ꎮ 而从与 ＯＰＴｅ 处理比较的作物反应看ꎬ 两试点小

麦季的减产幅度大于玉米季ꎬ 这可能与玉米季雨热同期有关ꎬ 第三季小麦 ＣＫ 处理的减产量高于

第一季小麦ꎬ 第四季玉米 ＣＫ 产量的减产量高于第二季玉米ꎬ 这表明不施肥条件下地力呈现不断

耗竭的状态ꎮ
就施肥推荐参数看ꎬ 襄汾点 ＯＰＴｅ 处理的推荐效果除第三季小麦受气候影响较大外ꎬ 实际获

得的产量均略超过设计的目标产量ꎬ 减素处理 (ＯＰＴｅ￣Ｎ、 ＯＰＴｅ￣Ｐ 和 ＯＰＴｅ￣Ｋ) 与相应的 ＯＰＴｅ 处

理比较ꎬ 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减产反应ꎬ 但小麦季肥料反应幅度明显低于小麦季推荐氮、 磷、 钾肥

的反应幅度ꎬ 这表明小麦推荐肥料的默认值可能偏高ꎬ 玉米季肥料反应与设置一致ꎬ 说明较为合

理ꎻ 尧都点 ＯＰＴｅ 处理推荐效果在第一轮作周期基本达到了目标产量ꎬ 但第二轮实际获得的产量

均低于肥料推荐设计的目标产量ꎮ 小麦季氮、 磷、 钾肥的实际反应幅度也明显低于推荐反应的默

认值ꎬ 玉米季的磷、 钾肥反应合理ꎬ 而氮反应偏高ꎮ 这表明在推荐系统需进一步修正ꎮ 在小麦—
玉米轮作系统中ꎬ 两试点减氮处理 (ＯＰＴｅ￣Ｎ) 减产幅度较大ꎬ 减磷或减钾处理的减产幅度较小

且相当ꎬ 这表明氮仍是限制产量的第一因子ꎬ 平衡施肥则是保障作物持续高产的重要手段ꎮ
从 ＯＰＴｅ 处理产量与 ＯＰＴｓ 处理比较ꎬ 两个试点两年连续四季作物的产量均略有增减ꎬ 但产

量差异均未达 ５％ 显著水平ꎬ 这表明基于养分专家系统的推荐施肥 (ＯＰＴｅ 处理) 和基于土壤测

试的推荐施肥 (ＯＰＴｓ 处理) 效果相当ꎬ 均可以连续满足平衡施肥的需要ꎬ 而养分专家系统推荐

施肥不需要进行土壤测试ꎬ 可以一定程度解决无测土推荐条件或茬口紧的施肥推荐ꎬ 而且简单方

便ꎬ 易于操作ꎻ 就 ＯＰＴｅ 处理产量与 ＦＰ 处理比较而言ꎬ 每季产量均表现略低于或高于农民习惯

施肥量ꎬ 但产量差异也未达 ５％ 显著水平ꎬ 但较农民习惯施肥ꎬ ＯＰＴｅ 处理减少 １ / ３ ~ １ / ２ 的氮肥

用量ꎬ 即小麦季节氮 ８９ ~ １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或玉米季节氮 ９４ ~ １６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优化了施肥结构和养分的

平衡供应ꎬ 有利于生态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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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连续四季小麦玉米产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小麦季 Ｗｈｅａｔ 玉米季 Ｍａｉｚｅ 小麦季 Ｗｈｅａｔ 玉米季 Ｍａｉｚｅ

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

产量
反应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ｋｇ / ｈｍ２ )

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

产量
反应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ｋｇ / ｈｍ２ )

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

产量
反应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ｋｇ / ｈｍ２ )

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

产量
反应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ｋｇ / ｈｍ２ )

襄汾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ＯＰＴｅ ９ ４７２ａ １００ ９ ４８５ａ １００ ７ ４７６ａｂ １００ ９ ９９５ａ １００
ＯＰＴｅ￣Ｎ ７ ９６７ｂ ８４ １ － １ ５０５ ８ ６６８ｃ ９１ ４ － ８１７ ５ ６７６ｃ ７５ ９ － １ ８００ ７ ８４８ｃ ７８ ５ － ２ １４７
ＯＰＴｅ￣Ｐ ９ ０６７ａ ９５ ７ － ４０５ ９ ００７ｂｃ ９５ ０ － ４７８ ７ ０４０ａｂ ９４ ２ － ４３６ ９ ５４８ｂ ９５ ５ － ４４７
ＯＰＴｅ￣Ｋ ９ ０６７ａ ９５ ７ － ４０５ ９ ２０１ａｂ ９７ ０ － ２８４ ６ ９８０ｂ ９３ ４ － ４９６ ９ ４６３ｂ ９４ ７ － ５３２
ＣＫ ８ ２７０ｂ ８７ ３ － １ ２０２ ８ ７７３ｃ ９２ ５ － ７１２ ５ ８０８ｃ ７７ ７ － １ ６６８ ７ ９９６ｃ ８０ ０ － １ ９９９
ＯＰＴｓ ９ ６５５ａ １０１ ９ １８３ ９ ４１５ａｂ ９９ ３ － ７０ ７ ６９７ａ １０３ ０ ２２１ １０ ５１３ａ １０５ ２ ５１８
ＦＰ ９ ５０５ａ １００ ３ ３３ ９ ５２５ａ １００ ４ ４０ ７ ３２８ａｂ ９８ ０ － １４８ ９ ８５４ｂ ９８ ６ － １４１
尧都 Ｙａｏｄｕ
ＯＰＴｅ ８ ７００ａ １００ ９ ５４７ａ １００ ７ ３０３ａ １００ ７ ７３９ａｂ １００
ＯＰＴｅ￣Ｎ ７ １１８ｂ ８１ ８ － １５８２ ８ ６３４ｃ ９０ ４ － ９１３ ５ １９２ｃ ７１ １ － ２１１１ ６ ７００ｃ ８６ ６ － １ ０３９
ＯＰＴｅ￣Ｐ ８ ３５５ａ ９６ ０ － ３４５ ９ ０６７ｂｃ ９５ ０ － ４８０ ６ ８２４ｂ ９３ ４ － ４７９ ７ ３５４ｂ ９５ ０ － ３８５
ＯＰＴｅ￣Ｋ ８ ２８０ａ ９５ ２ － ４２０ ９ ２３６ａｂ ９６ ７ － ３１１ ６ ８７４ｂ ９４ １ － ４２９ ７ ４８９ａｂ ９６ ８ － ２５０
ＣＫ ７ ０７４ｂ ８１ ３ － １ ６２６ ８ ５８５ｃ ８９ ９ － ９６２ ４ ９３２ｃ ６７ ５ － ２ ３７１ ６ ７８１ｃ ８７ ６ － ９５８
ＯＰＴｓ ８ ７１５ａ １００ ２ １５ ９ ５４５ａ １００ ０ － ２ ７ ４２０ａ １０１ ６ １１７ ７ ９５８ａ １０２ ８ ２１９
ＦＰ ９ １８０ａ １０５ ５ ４８０ ９ ６２６ａ １００ ８ ７９ ７ ５１１ａ １０２ ８ ２０８ ７ ６０７ａｂ ９８ ３ － １３２

　 　 注: 同列相同小写字母指 ５％ 水平不显著

Ｎｏ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ｄｏ ｎ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ａｔ ｔｈｅ α ＝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２ ２　 不同处理对四季作物吸氮量的影响

氮是限制作物产量的第一因子ꎬ 表 ４ 的结果已证明了这一点ꎮ 作物的吸氮量、 氮肥的农学效

率 (ＡＥＮ) 和氮肥利用率 (ＮＵＥ) 均是表征氮肥施用有效性的重要指标ꎮ 由表 ５ 结果可知ꎬ 不

同施肥处理影响作物的氮素吸收ꎬ 两试点每季作物均表现 ＣＫ 处理和 ＯＰＴｅ￣Ｎ 处理吸氮量较低ꎬ
而且随着种植茬数增加ꎬ 土壤供氮能力持续降低ꎮ ＯＰＴｅ￣Ｐ 处理和 ＯＰＴｅ￣Ｋ 处理的吸氮量明显高于

ＣＫ 处理和 ＯＰＴｅ￣Ｎ 处理ꎬ 而低于相应的 ＯＰＴｅ 处理ꎬ 这表明不平衡施肥影响作物对氮素养分的吸

收ꎬ 进而影响作物的产量ꎮ
ＯＰＴｅ 处理的吸氮量与 ＯＰＴｓ 处理的吸氮量比较ꎬ 两年四季的吸氮量差异未达 ５％ 显著水平ꎬ

这也表明养分专家系统的推荐施肥与测土施肥均可满足作物高产对氮素养分的需要ꎻ 同样ꎬ
ＯＰＴｅ 处理的吸氮量与 ＦＰ 处理比较ꎬ 吸氮量差异也未达 ５％ 显著水平ꎬ 这也表明养分专家系统的

氮肥推荐在较农民习惯少施 １ / ３ ~ １ / ２ 氮肥用量的条件下ꎬ 仍能满足作物高产的吸氮需要ꎮ 从小

麦玉米轮作周期看ꎬ 第一轮作的吸氮量明显高于第二轮作ꎬ 这主要受气候条件影响ꎬ 如第三季小

麦产量和吸氮量明显较第一季小麦的产量和吸收量ꎬ 这与第三季小麦返青期受持续低温和灌浆期

寡照多雨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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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两年四季小麦、 玉米的吸氮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５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小麦吸氮量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Ｗｈｅａｔ

玉米吸氮量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Ｍａｉｚｅ

轮作吸氮量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小麦吸氮量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Ｗｈｅａｔ

玉米吸氮量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Ｍａｉｚｅ

轮作吸氮量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ｋｇ / ｈｍ２ ％ ｋｇ / ｈｍ２ ％ ｋｇ / ｈｍ２ ％ ｋｇ / ｈｍ２ ％ ｋｇ / ｈｍ２ ％

襄汾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ＯＰＴｅ ２７２ ３ａ １００ ０ １９４ ８ａ １００ ０ ４６７ １ １００ ０ １９７ ３ｂ １００ ０ １９４ ６ｂ １００ ０ ３９２ ０ １００ ０
ＯＰＴｅ￣Ｎ ２１０ ３ｂ ７７ ２ １６０ ０ｄ ８２ １ ３７０ ３ ７９ ３ １３５ ９ｄ ６８ ９ １２９ ３ｄ ６６ ４ ２６５ ２ ６７ ７
ＯＰＴｅ￣Ｐ ２７１ ８ａ ９９ ８ １７２ ７ｂｃ ８８ ７ ４４４ ５ ９５ ２ １８４ ７ｃ ９３ ６ １７１ ９ｃ ８８ ３ ３５６ ６ ９１ ０
ＯＰＴｅ￣Ｋ ２６７ １ａ ９８ １ １８１ ４ｂ ９３ １ ４４８ ５ ９６ ０ １８６ ９ｃ ９４ ７ １６７ ７ｃ ８６ ２ ３５４ ６ ９０ ５
ＣＫ ２１２ ２ｂ ７７ ９ １６５ ３ｃｄ ８４ ９ ３７７ ５ ８０ ８ １４４ ４ｄ ７３ ２ １２９ ３ｄ ６６ ４ ２７３ ７ ６９ ８
ＯＰＴｓ ２７０ ０ａ ９９ １ １９３ ４ａ ９９ ３ ４６３ ４ ９９ ２ ２０７ ７ａ １０５ ２ ２２０ ６ａ １１３ ３ ４２８ ３ １０９ ３
ＦＰ ２８４ ５ａ １０４ ５ １９４ ４ａ ９９ ８ ４７８ ９ １０２ ５ ２１２ ４ａ １０７ ６ ２１２ ３ａ １０９ １ ４２４ ７ １０８ ４
尧都 Ｙａｏｄｕ
ＯＰＴｅ ２５０ ８ａ １００ ０ ２０５ ９ａｂ １００ ０ ４５６ ７ １００ ０ １６３ ０ａｂ １００ ０ １８７ ６ａｂ １００ ０ ３５０ ６ １００ ０
ＯＰＴｅ￣Ｎ １８７ ８ｃ ７４ ９ １４３ ５ｃ ６９ ７ ３３１ ３ ７２ ５ １０２ ０ｃ ６２ ６ １１１ ２ｃ ５９ ３ ２１３ ２ ６０ ８
ＯＰＴｅ￣Ｐ ２２８ ０ｂ ９０ ９ １９６ １ｂ ９５ ３ ４２４ １ ９２ ９ １５８ ０ａｂ ９６ ９ １７７ １ｂ ９４ ４ ３３５ １ ９５ ６
ＯＰＴｅ￣Ｋ ２３２ ９ｂ ９２ ９ １９５ ７ｂ ９５ １ ４２８ ６ ９３ ８ １５０ ０ｂ ９２ ０ １７７ ４ｂ ９４ ６ ３２７ ４ ９３ ４
ＣＫ １８４ ２ｃ ７３ ５ １４３ ７ｃ ６９ ８ ３２７ ９ ７１ ８ １０３ ６ｃ ６３ ６ １１１ ５ｃ ５９ ４ ２１５ １ ６１ ４
ＯＰＴｓ ２５４ ３ａ １０１ ４ ２０９ ５ａ １０１ ７ ４６３ ８ １０１ ６ １６４ ８ａ １０１ １ １９６ ８ａ １０４ ９ ３６１ ６ １０３ １
ＦＰ ２６０ ３ａ １０３ ８ ２０２ ５ａｂ ９８ ３ ４６２ ８ １０１ ３ １６９ ８ａ １０４ ２ １８９ ５ａｂ １０１ ０ ３５９ ３ １０２ ５

　 　 注: 同列相同小写字母指 ５％ 水平不显著

Ｎｏ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ｄｏ ｎ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α ＝ ０ ０５

２ ３　 不同处理对氮肥效率的影响

从氮肥的吸收利用效率 (表 ６) 看ꎬ 两试点每季作物氮肥的农学效率存在差异ꎬ 第一季小麦

氮的农学效率为 ８ ３ ~ ８ ７ ｋｇ / ｋｇꎬ 第一个轮作周期氮的农学效率为 ６ ９ ~ ７ ９ ｋｇ / ｋｇꎬ 第二轮作农

学效率有所提高ꎬ 氮的农学效率为 ７ ３ ~ １３ ５ ｋｇ / ｋｇꎻ 就氮肥利用率而言ꎬ ＯＰＴｅ 处理前三茬作物

的氮肥利用率变化不大ꎬ 大约在 ３３％ ꎬ 而第四茬的利用率则有明显提高ꎬ 达 ３７ ７％~ ４３ ３％ ꎬ 氮

肥效率的提高可能与连续不施氮造成地力耗竭有关ꎮ
从严格意义上讲ꎬ ＯＰＴｅ 处理与 ＯＰＴｓ 处理、 ＦＰ 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利用率ꎬ 无法进

行比较ꎬ 因为 ＯＰＴｓ 处理、 ＦＰ 处理在本试验中没有设计相应的减氮处理ꎮ 但从作物氮养分的吸收

量看ꎬ ＯＰＴｅ￣Ｎ 处理的产量和吸氮量与 ＣＫ 处理比较ꎬ 大体上相当ꎬ 因此ꎬ 可以姑且用 ＯＰＴｓ 处理

和 ＦＰ 处理以 ＣＫ 处理为对照产量或吸氮量ꎬ 计算出相应的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利用率ꎬ 与 ＯＰＴｅ
处理进行不太科学严谨的比较ꎮ 表 ６ 结果可以看出ꎬ 襄汾点 ＯＰＴｅ 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利

用率连续四季作物均高于 ＯＰＴｓ 处理均略高于 ＯＰＴｓ 处理ꎬ 也明显高于 ＦＰ 处理ꎮ 这表明养分专家

推荐施肥可以在保证稳产的前提下ꎬ 促进氮养分的吸收ꎬ 提高氮肥的效率ꎬ 从而降低氮素不合理

施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ꎮ 在第一个轮作 ＯＰＴｅ 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ꎬ 较 ＦＰ 处理提高了

３ ９ ｋｇ / ｋｇꎬ 氮肥利用率提高 １３ 个百分点ꎬ 在第二轮作 ＯＰＴｅ 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是 ＦＰ 处理的 ２
倍ꎬ 氮肥利用率仍然提高 １２ ２ 个百分点ꎮ 尧都点在第一季小麦 ＯＰＴｅ 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和利

用率较 ＦＰ 处理提高幅度较小ꎬ 在第一轮作体系内氮肥利用率提高 ９ ７ 个百分点ꎬ 在第二轮作周

期氮肥利用率提高 １１ ３ 个百分点ꎬ 氮农学效率提高 ３ ｋｇ / 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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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两年四季作物氮肥效率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小麦氮效率
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ｗｈｅａｔ

玉米季氮效率
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ｍａｉｚｅ

轮作氮效率
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小麦季氮效率
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ｗｈｅａｔ

玉米季氮效率
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ｍａｉｚｅ

轮作氮效率
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ｋ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ＮＵＥ
(％ )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ＮＵＥ
(％ )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ＮＵＥ
(％ )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ＮＵＥ
(％ )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ＮＵＥ
(％ )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ＮＵＥ
(％ )

襄汾 Ｘｉａｎｇｆｅｎ
ＯＰＴｅ ８ ３ ３４ １ ７ ４ ３１ ３ ７ ９ ３３ １ ９ ９ ３３ ８ １９ ３ ５８ ８ １３ ５ ４３ ３
ＯＰＴｓ∗ ６ ６ ２７ ４ ３ ２ １４ ０ ４ ９ ２０ ９ ９ ０ ３０ １ １２ ６ ４５ ６ １０ ７ ３７ ７
ＦＰ∗ ４ ２ ２４ ６ ３ ６ １３ ８ ４ ０ ２０ １ ５ ２ ２３ ３ ８ ８ ３９ ５ ６ ７ ３０ １
尧都 Ｙａｏｄｕ
ＯＰＴｅ ８ ７ ３４ ６ ５ ０ ３４ ３ ６ ９ ３４ ４ １１ ６ ３３ ５ ５ ７ ４２ ０ ７ ３ ３７ ７
ＯＰＴｓ∗ ７ ８ ３３ ４ ４ ８ ３１ ３ ６ ３ ３３ １ １１ ８ ２９ １ ５ ９ ４０ ６ ７ ０ ３５ ７
ＦＰ∗ ７ ８ ２８ １ ３ ８ ２１ ３ ５ ８ ２４ ７ ９ ５ ２４ ４ ３ ０ ２８ ２ ４ ３ ２６ ４

　 　 注: ∗ 表示各处理与 ＣＫ 处理比较ꎬ ＯＰＴｅ 处理的利用率计算以 ＯＰＴｅ￣Ｎ 为对照

Ｎｏｔ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ＯＰ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ｔａｋｅ ＯＰＴｅ￣Ｎ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　 讨论与结论

在土壤—作物生产条件下ꎬ 肥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物质支撑作用ꎬ 肥料投入的多少ꎬ 一定程

度上影响作物的产量和收益ꎬ 但肥料的投入和产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ꎮ 大量的研究结

果[９￣２４]均已证明平衡施肥是提高作物产量、 增加收入ꎬ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的重要措施ꎬ 也是协调

社会、 经济、 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ꎮ 国内外发展的各种施肥推荐模型ꎬ 相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ꎬ 均能取得高产和较高的收益ꎮ 如王宏庭等[１０] 应用养分系统研究法的推荐施肥与农民习惯比

较ꎬ 棉花增产 １１ ２％ ꎬ 每千克 Ｋ２Ｏ 增产皮棉 ４ ｋｇꎬ 马铃薯增产 ２３ ６％ ꎻ 邢月华等[１３]的研究结果

表明平衡施肥较农民习惯施肥玉米增产 ５ ６％ ꎬ 增收 ７１４ 元 / ｈｍ２ꎻ 沙之敏等[１４] 的研究结果表明

推荐施肥 (ＯＰＴ) 的冬小麦产量较农民习惯施肥 (ＦＰ) 增产 １２ ５％ ꎬ 氮肥利用率提高了 １３ ０ 个

百分点ꎻ 姬景红等[１５]的结果显示农民习惯施肥 (ＦＰ) 较推荐施肥 (ＯＰＴ) 玉米平均减产 ９ ０％ ꎬ
减收 ９１４ 元 / ｈｍ２ꎻ 又如王宏庭等[１１] 的研究结果显示: ＳＳＮＭ 推荐结果较农民习惯平均增产玉米

１２ ０％ (１ ０２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平均增收 ９％ ꎮ
在现实生产实际中ꎬ 往往受资金、 人力、 技术复杂程度、 土壤养分变异、 比较效益低、 轮作

茬口紧、 农民知识水平、 宣传程度等各方面因素制约ꎬ 未能满足分散经营体制下广大农民的需

要ꎬ 以致出现农民过量和不平衡施用化肥现象ꎬ 导致肥料资源浪费ꎬ 肥料利用率降低ꎬ 影响到农

田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利用ꎮ 因此ꎬ 开发生产上急需满足我国国情的简约、 实用、 易于理解和操

作的施肥推荐系统ꎮ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最新开发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推荐施肥专家系统是一种新

方法ꎬ 具有简单、 实用、 便于操作的特点ꎬ 而且在不测土的情况下ꎬ 也可以进行肥料推荐ꎬ 也适

合分散经营生产体制的各种用户的需要ꎮ 当然ꎬ 该方法并不排斥测土推荐施肥ꎬ 也可以说是推荐

施肥的补充ꎬ 应用效果也基本相当ꎮ 如于志勇等[２３] 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进行的 ２９ 个冬小麦试验、
５２ 个夏玉米试验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在稳产的条件下ꎬ 基于养分专家系统推荐和基于测土推

荐的当季效果相当ꎬ 没有显著差异ꎮ 而与农民习惯当季比较ꎬ 产量也没有明显差异ꎬ 节氮明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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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平均节氮 ６０ ~ ９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氮肥的农学效益平均为 ８ ５ ｋｇ / ｋｇꎬ 氮肥利用率较农民习惯施肥提

高 ７ １ ~ ８ ９ 个百分点ꎻ 玉米节约氮肥 ６８ ~ ７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氮肥农学效益平均为 ６ ３ ｋｇ / ｋｇꎬ 氮肥利

用率较农民习惯提高 １０ １ 个百分点ꎻ 何萍等[２１]报道 ２０１０ 年养分专家系统在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的应用效果ꎬ 在稳产条件下ꎬ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比当地推荐施肥节约氮肥 ２６ ~
３１ ｋｇ / ｈｍ２ (或 １１ ４％ ~ １１ ５％ )ꎬ 比农民习惯施肥节约氮肥 ８２ ~ １０６ ｋｇ / ｈｍ２ ( 或 ４２ ０％ ~
５５ ６％ )ꎮ 同样ꎬ 王宜伦等[２４]进行两年的夏玉米研究结果也表明玉米养分专家系统和土壤养分系

统法推荐施肥较农户习惯施肥分别增产 ４ ０６％ 和 ５ ０４％ ꎬ 增收 ２１ ９０％ 和 ２７ ４４％ ꎬ 玉米氮肥的

农学效益为 １１ ４６ ｋｇ / ｋｇꎬ 氮肥利用率为 ４１ １３％ ꎮ
本研究取得的结果与以上研究结果比较ꎬ 结果相近ꎬ 也得出基于养分专家系统和基于测土推

荐的效果基本一致ꎬ 在保证高产的条件下较农民习惯节约了氮肥资源ꎬ 提高了氮肥利用效率ꎮ 本

研究也有特别之处ꎬ 不仅研究了基于养分专家系统的当季效应ꎬ 还研究了定位连续施用的效应ꎮ
从两年四季连续定位应用的结果看ꎬ 养分专家系统能和测土推荐系统取得的效果相当ꎬ 这说明养

分专家系统和测土推荐系统一样ꎬ 均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效果ꎮ 与农民习惯比较ꎬ 产量

和吸氮量差异也未达到显著水平ꎬ 说明养分专家系统连续应用的节肥效果显著ꎬ 小麦玉米轮作体

系中氮肥的农学效率和利用率均较农民习惯明显提高ꎬ 肥料利用率提高 １１ ~ １３ 个百分点ꎮ 对养

分管理而言ꎬ 本研究取得的结果还有 ３ 点启示: ①平衡施肥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ꎻ
②养分施用应该考虑作物轮作及轮作的次序ꎬ 不同养分应区别对待ꎬ 氮肥需要在每季作物中施

用ꎬ 磷肥 / 钾肥则不一定每季都施用ꎻ ③肥料的最佳管理措施应该综合考虑肥料、 水分、 品种和

其他管理措施ꎮ 综上所述ꎬ 养分专家系统是一种新的肥料推荐方法ꎬ 在当季和连续四季施用均能

满足稳产条件的养分需要ꎬ 能成为分散经营条件下农民朋友易于掌握的养分管理工具ꎬ 值得进一

步深入研究和推广ꎬ 造福农业社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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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专家系统推荐施肥对小麦玉米产量、
效益及养分平衡的影响∗

魏建林１∗∗ꎬ 谭德水１ꎬ 江丽华１ꎬ 崔荣宗１∗∗∗ꎬ 肖建军２

( １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 农业部黄淮海平原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ꎬ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ꎻ
２山东省平原县农业局ꎬ 平原　 ２５３１００)

摘　 要: 针对当前推荐施肥方法存在周期长、 成本高及难以适合分散小地块的弊端ꎬ 本研究利用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养分专家系统在山东省平原县小麦—玉米轮作作物上进行 ３ 年的推荐施肥试验ꎬ 通过作物产量表现、 收益分析

及表观养分平衡计算ꎬ 综合评价养分专家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ꎮ 试验在 １４３ 户的小麦玉米轮作地块进行ꎬ 以农

民习惯施肥 (ＦＰ) 和当地官方推荐施肥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为对照ꎬ 对专家推荐系统施肥方法 (ＯＰＴ￣ＮＥ) 进行田间

试验验证ꎬ 结果表明: 在玉米和小麦生产上ꎬ ＯＰＴ￣ＮＥ 产量与 ＦＰ 和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无显著差异ꎬ 但增收效果明显ꎬ 玉

米生产上 ＯＰＴ￣ＮＥ 相比 ＦＰ 增收 ２８８ 元 / ｈｍ２ ꎬ 相比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增收 ４０９ 元 / ｈｍ２ ꎬ 小麦生产上 ＯＰＴ￣ＮＥ 相比 ＦＰ 增收

７４３ 元 / ｈｍ２ ꎬ 相比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增收 ４９９ 元 / ｈｍ２ ꎮ 养分表观平衡计算结果表明ꎬ ＯＰＴ￣ＮＥ 氮磷钾养分盈余量同其他

处理相比最小ꎮ 综合产量、 效益及养分收支平衡等方面ꎬ 养分专家系统在推荐施肥上优于传统推荐施肥方法ꎬ
在小麦玉米生产上能够稳产增收、 降低环境污染风险ꎮ
关键词: 养分专家系统ꎻ 推荐施肥ꎻ 小麦—玉米ꎻ 产量效益ꎻ 养分平衡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Ｙｉｅｌｄꎬ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ｌｉｎ１∗∗ꎬ Ｔａｎ Ｄｅｓｈｕｉ１ꎬ Ｊｉ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１ꎬ Ｃｕｉ Ｒｏｎｇｚｏｎｇ１∗∗∗ꎬ Ｘｉａｏ Ｊｉａｎｊｕｎ２

( １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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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１４３ ｐｌｏｔ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ＮＥ)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Ｆ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ＯＰＴ￣
Ｌｏｃａｌ) .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ꎬ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ＯＰＴ￣ＮＥꎬ ＦＰ ａｎｄ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ｓｅａｓｏｎꎬ ＯＰＴ￣Ｎ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ｉｓ ２８８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Ｐꎬ
ａｎｄ ４０９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ｓｅａｓｏｎꎬ ＯＰＴ￣Ｎ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ｉｓ ７４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Ｐ ａｎｄ
４９９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Ｂ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ｉｎ ＯＰＴ￣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ꎬ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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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Ｗｈｅａｔ － ｍａｉｚｅꎻ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近些年肥料的使用在粮食增产过程中功不可没ꎮ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人们对于粮食需求日

益增长ꎬ 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依靠化肥的大量投入来增加单产的农田高强度利用生产体系[１￣２] ꎮ 据

估计ꎬ １９７８—２００６ 年化肥投入对中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达 ５６ ８１％ [３] ꎮ 但我国农户在农业生产中

的许多施肥行为是不合理的ꎬ 主要表现在: 化肥利用率不高ꎻ 化肥投入的养分比例不平衡ꎬ 氮素

过量施用ꎬ 磷、 钾素及中、 微量元素肥料施用比例偏低等[４￣７] ꎮ 由此带来的土壤板结、 地力下

降、 面源污染、 环境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日趋凸显[８￣１３] ꎮ
土壤肥料科研工作者一直为土壤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方面做了大量研究[１４￣１９] ꎮ 通过推荐

施肥能够根据作物生长需要合理确定养分用量及比例等ꎬ 但传统施肥推荐方法大多都是需要

以土壤测试为基础的ꎬ 根据土壤的物理性状、 养分含量和作物目标产量来确定施肥ꎬ 这种方

法虽能做到肥料施用较为科学、 合理ꎬ 但土壤测试成本较高ꎬ 需要时间也长ꎬ 由于我国主要

还是以分散的小农户为经营单位ꎬ 地块间地力存在一定差异ꎬ 要实现一家一户的推荐施肥相

当困难ꎮ 针对以上弊端ꎬ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 ＩＰＮＩ) 开展了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

的作物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方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研究[２０] ꎬ 该推荐方法原理是把土壤养分供

应看作一个 “黑箱”ꎬ 用不施该养分地上部的产量或养分吸收来表征ꎬ 利用已有作物养分吸收

和产量关系ꎬ 结合当地气候、 环境及种植习惯等ꎬ 确定施肥推荐相关参数ꎬ 根据目标产量给

出施肥数量和施肥方法ꎮ 本研究通过在山东省进行 ３ 个轮作周期的小麦玉米田间试验ꎬ 对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推荐系统进行验证与评价ꎬ 以此完善该专家推荐系统并将其作为进一步推

广应用的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区域概况

试验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玉米种植季始ꎬ 小麦—玉米轮作模式下连续 ３ 年共 ６ 季作物试验ꎮ 试验

地点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ꎬ 属于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ꎬ 土壤类型为潮土ꎬ 质地轻壤ꎮ 处于暖

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ꎬ 年平均气温 １３ １℃ ꎬ 年平均降水量 ６４１ ５ ｍｍꎬ 当地水浇条件良好ꎮ 主

要种植模式为小麦—玉米轮作ꎮ
１ ２　 试验地块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玉米试验前取 ０ ~ ２０ ｃｍ 耕层土壤样品ꎬ 常规法进行理化性状分析结果见表 １ꎮ

表 １　 试验区域土壤养分状况 (样本数 ｎ ＝３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ｎ ＝３０)

特征值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 Ｐ

(ｍｇ / ｋｇ)

有效钾
Ａｖａｉｌ Ｋ
(ｍｇ / ｋｇ)

ｐＨ

最小值 Ｍｉｎ １ １４ ６６ ４ １９ ７ ８２ ２ ７ ４
最大值 Ｍａｘ １ ５３ １１２ ７ ５７ ３ ２３６ ３ ７ ７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１ ３５ ８６ ３ ４０ ５ １３８ ７ ７ ５
变异系数 ＣＶ (％ ) ６ ９ １２ ２ ２２ ２ ２８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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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试验设计

每季作物试验以农户为重复ꎬ 每户设 ３ 个处理ꎬ ６ 个种植季共 １４３ 户进行了田间试验ꎮ 试验

前进行农户施肥情况调查ꎬ 然后由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施肥推荐系统进行分析ꎬ 提出当季作物推荐施

肥处理 (ＯＰＴ￣ＮＥ) 肥料养分用量ꎬ 试验处理如下:
ＯＰＴ￣ＮＥ: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系统的推荐施肥量ꎮ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当地农技推广部门提供的优化施肥量ꎮ
ＦＰ: 农民习惯施肥用量ꎮ
由于地块限制ꎬ 小区试验面积在 ４０ ~ ６０ ｍ２ꎬ ３ 个试验周期内玉米均在 ６ 月播种ꎬ １０ 月收获ꎬ

小麦均在 １０ 月播种ꎬ ６ 月收获ꎬ 小区全部收获进行测产ꎮ
养分平衡采用表观平衡法计算: 平衡值 ＝ 养分投入量 － 作物携出量ꎬ 正值表示盈余ꎬ 负值表

示亏缺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推荐施肥方法的养分投入量情况

在玉米试验季 (表 ２) 上ꎬ 各年度 ＯＰＴ￣ＮＥ 处理相比 ＦＰ 和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处理氮平均投入量均有

所减少ꎬ 同 ＦＰ 处理相比减少 ３０％ 左右ꎮ 磷钾的投入量年度间各处理大小不同ꎬ 总体来看 ＯＰＥ￣
ＮＥ 处理相比另外两个处理投入量降低ꎮ

表 ２　 玉米试验季不同处理施肥量情况 (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农户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ＯＰＴ￣ＮＥ １４０ ０ ５１ ０ ６０ ５
２０１０ ２５ ＦＰ ２７１ ０ ５２ ３ ４２ ２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４０ ０ ５１ ０ ６０ ５
ＯＰＴ￣ＮＥ １５１ ０ １ ６ １９ ３

２０１１ ２０ ＦＰ ２２９ ８ ５６ ４ ４６ ９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２５ ０ ７５ ０ １０５ ０
ＯＰＴ￣ＮＥ １５８ ９ ４５ ５ ３４ １

２０１２ １８ ＦＰ ２２３ ５ ５３ ８ ５１ ７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１８０ ５ ３９ ３ ５４ ０

在小麦试验季 (表 ３) 上ꎬ ＯＰＴ￣ＮＥ 处理相比 ＦＰ 和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处理氮磷钾平均投入量都有所

减少ꎬ 其中氮肥的投入量减少幅度较大ꎬ 同 ＦＰ 处理相比减少 ４０％ 左右ꎮ
２ ２　 不同推荐施肥方法对玉米产量、 效益的影响

从 ３ 个年度玉米试验产量结果 (表 ４) 看ꎬ 不同农户、 不同年份的产量存在一定差异ꎬ 从当

年的产量平均效果看ꎬ ＯＰＴ￣ＮＥ、 ＦＰ、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处理间差异不大ꎮ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ꎬ 同一年度

不同处理间产量统计分析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ꎬ 综合 ３ 年结果分析ꎬ 养分专家推荐施肥系统处理

与农民习惯施肥产量基本持平ꎬ 从增产户数比例看ꎬ 至少有 １ / ３ 的农户表现为增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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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小麦试验季不同处理施肥量情况 (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农户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ＯＰＴ￣ＮＥ １４０ ５ ７８ ０ ７０ ０
２０１１ ３０ ＦＰ ３１７ １ １６１ ３ １３ ４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４２ ０ １５０ ０ ６０ ０
ＯＰＴ￣ＮＥ １７０ ６ ７６ ９ ６７ ８

２０１２ ２９ ＦＰ ２９４ ７ ９０ ９ １３ ６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８６ ４ １３９ １ ４２ ９
ＯＰＴ￣ＮＥ １６９ １ ９２ ９ ７２ ６

２０１３ ２１ ＦＰ ２６０ ５ １３０ ０ ４６ ５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８７ ５ １４０ ０ ４３ ５

表 ４　 不同年份玉米试验产量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农户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平均产量
Ｍｅ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相对 ＦＰ 增产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ＦＰ

(％ )

相对 ＦＰ 增产农户
所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ＦＰ (％ )

ＯＰＴ￣ＮＥ ６ ５０１ａ ０ ６ ５８
２０１０ ２５ ＦＰ ６ ４６８ ａ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６ ５７８ａ １ ９ ６０
ＯＰＴ￣ＮＥ ８ １０２ａ － ０ ９ ４０

２０１１ ２０ ＦＰ ８ １８２ａ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８ １７２ａ － ０ １ ６０
ＯＰＴ￣ＮＥ ９ ２２２ａ － ３ ３ ３３

２０１２ １８ ＦＰ ９ ５５５ａ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９ ３４９ａ ２ ０ ３３

从 ３ 个年度试验结果看ꎬ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种植玉米收益 ＯＰＴ￣ＮＥ 处理均高于其他两个

处理ꎬ 与 ＦＰ 处理相比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ꎮ ２０１２ 年度不同处理间种植玉米收益差异未达到显

著性水平 (图 １)ꎮ 三年结果综合分析ꎬ ＯＰＴ￣ＮＥ 相比 ＦＰ 每公顷可增收 ２８８ 元ꎬ 相比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每公顷可增收 ４０９ 元ꎮ
２ ３　 不同推荐施肥方法对小麦产量、 效益的影响

从 ３ 个年度小麦试验结果 (表 ５) 看ꎬ ２０１１ 年度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处理相对于 ＦＰ 处理增产达到显

著性水平ꎬ 而 ＯＰＴ￣ＮＥ 处理与 ＦＰ 处理之间产量无显著性差异ꎬ ＯＰＴ￣ＮＥ 处理与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处理之

间产量也无显著性差异ꎮ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 ３ 个处理间产量统计分析显示均未达到显著性水

平ꎮ 养分专家推荐施肥系统处理相比农民习惯施肥每年均表现为 ５０％ 以上的农户增产ꎮ 总体来

看在小麦生产上 ＯＰＴ￣ＮＥ 产量与 ＦＰ 和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无显著差异ꎬ 相比 ＦＰ 可平均增产 １％ 左右ꎮ

９１

第 １ 章　 粮食作物养分管理



图 １　 历年玉米生产效益比较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表 ５　 不同年份小麦试验产量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农户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平均产量
Ｍｅ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相对 ＦＰ 增产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ＦＰ

(％ )

相对 ＦＰ 增产农户
所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ＦＰ (％ )

ＯＰＴ￣ＮＥ ８ ３５３ａｂ １ １ ５３
２０１１ ３０ ＦＰ ８ ２６５ｂ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８ ５８４ａ ４ ０ ７７
ＯＰＴ￣ＮＥ ７ ５７１ａ ０ ９ ６６

２０１２ ２９ ＦＰ ７ ５１１ａ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７ ６０３ａ １ ４ ６６
ＯＰＴ￣ＮＥ ７ ４３２ａ １ １ ６９

２０１３ ２１ ＦＰ ７ ３５４ａ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７ ４５２ａ １ ４ ８６

从小麦种植经济效益结果分析看ꎬ 在小麦生产上 ＯＰＴ￣ＮＥ 处理收益高于其他两个处理ꎬ ２０１１ 年度

相对于 ＦＰ 处理增收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ꎬ 与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相比无明显差异ꎮ ２０１２ 年度 ＯＰＴ￣ＮＥ 处理收益

与 ＦＰ 处理差异不显著ꎬ 与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相比达到了显著性差异水平 (图 ２)ꎮ ２０１３ 年度 ＯＰＴ￣ＮＥ 处理相

对于 ＦＰ 处理增收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ꎬ 两者与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相比均没有明显差异ꎮ 三年结果综合分析ꎬ
ＯＰＴ￣ＮＥ 相比 ＦＰ 每公顷可增收 ７４３ 元ꎬ 相比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每公顷可增收 ４９９ 元ꎮ
２ ４　 不同推荐施肥方法对养分表观平衡的影响

各年份玉米试验养分表观平衡结果 (表 ６) 显示ꎬ 除 ２０１１ 年度 ＯＰＴ￣ＮＥ 处理磷钾略有亏缺

外ꎬ 各年份其他处理氮磷钾养分均表现为盈余ꎬ 其中氮盈余量最大ꎬ 磷钾养分盈余相对较小ꎮ 从

不同处理来看ꎬ 各年度中均以 ＯＰＴ￣ＮＥ 处理氮盈余量最小ꎬ 习惯施肥处理的氮盈余量最大ꎬ 高出

ＯＰＴ￣ＮＥ 处理 ６２ ５ ~ １３０ 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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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历年小麦生产效益比较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表 ６　 各年份玉米生产上 ＯＰＴ￣ＮＥ、 ＦＰ、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处理养分表观平衡平均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ＯＰＴ￣ＮＥꎬ ＦＰ ａｎｄ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农户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养分移走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ｍｏｖｅ (ｋｇ / ｈｍ２ )

养分平衡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ＯＰＴ￣ＮＥ １４０ ０ ５１ ０ ６０ ５ ６９ ４ ３５ ４ １８ ３ ７０ ６ １５ ６ ４２ ３
２０１０ ２５ ＦＰ ２７１ ０ ５２ ３ ４２ ２ ７０ ４ ３４ ９ １８ ５ ２００ ６ １７ ５ ２３ ７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４０ ０ ５１ ０ ６０ ５ ７２ ５ ３５ ９ ２０ ６ １６７ ５ １５ １ ４０ ０
ＯＰＴ￣ＮＥ １５１ ０ １ ６ １９ ３ ９７ ７ ２１ ９ ２０ ６ ５３ ３ － ２０ ３ － １ ３

２０１１ ２０ ＦＰ ２２９ ８ ５６ ４ ４６ ９ ９７ ６ ２３ ０ ２０ ８ １３２ ２ ３３ ５ ２６ １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２５ ０ ７５ ０ １０５ ０ ９９ ６ ２３ １ ２１ ０ １２５ ４ ５１ ９ ８４ ０
ＯＰＴ￣ＮＥ １５８ ９ ４５ ５ ３４ １ ９７ ２ １７ ５ １７ ８ ６１ ７ ２８ ０ １６ ３

２０１２ １８ ＦＰ ２２３ ５ ５３ ８ ５１ ７ １００ ３ １８ ７ １９ ０ １２３ ２ ３５ ０ ３２ ７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１８０ ５ ３９ ３ ５４ ０ １０１ ７ １８ ５ １８ ３ ７８ ８ ２０ ８ ３５ ７

各年份小麦试验养分表观平衡计算结果 (表 ７) 显示ꎬ 不同处理养分盈余量 ３ 年试验结果综

合来看ꎬ ＯＰＴ￣ＮＥ 处理平均氮盈余 ４ 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磷盈余 ３７ 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钾盈余 ４７ ｋｇ / ｈｍ２ꎮ ＦＰ 处理

平均氮盈余 １３７ ６ ｋｇ / ｈｍ２ꎬ 磷盈余 ８２ 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钾盈余 ２ １ ｋｇ / ｈｍ２ꎮ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处理平均氮盈余

１１６ 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磷盈余 ９５ ７ ｋｇ / ｈｍ２ꎬ 钾盈余 ２５ ４ ｋｇ / ｈｍ２ꎮ ＦＰ 处理相比 ＯＰＴ￣ＮＥ 处理氮平均盈余

高出 １３０ ｋｇ / ｈｍ２ 以上ꎮ

３　 讨论

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作物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方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在我国主

要以 ＩＰＮＩ 在中国的多年多点田间试验为基础ꎬ 依据 ＳＳＮＭ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原

则利用 ＱＵＥＦＴ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ｓ) 模型ꎬ 在分析大量作物养

分吸收和产量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参数调整而形成ꎬ 因而可以在不同试验地点根据不同生态条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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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针对性的合理推荐施肥ꎬ 实现作物的高产ꎮ 在国内应用已有较多报道[２０￣２５] ꎬ 利用该推荐施

肥比当地推荐施肥节约氮肥 １１ ４％ ꎬ 比农民习惯施肥节约氮肥 ４２ ０％~ ５５ ６％ ꎬ 同时平衡了磷、
钾养分ꎬ 虽然降低了氮肥用量ꎬ 但是并没有降低产量ꎮ 养分表观平衡结果表明ꎬ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推荐施肥氮磷钾养分基本保持平衡或略有盈余ꎬ 而当地推荐施肥及农民施肥由于

施肥量较大、 养分比例不平衡等原因会导致养分盈余较多ꎮ 本研究的结果与之基本一致ꎮ
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作物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方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同其他推

荐施肥方法相比应用十分方便ꎬ 只需将当地的生产条件输入计算机软件中ꎬ 计算机会根据目标产

量计算出施肥数量和施肥方法ꎬ 比较适合我国主要以分散小农户为主要经营单元的农业生产体

系ꎬ 对于改变目前生产中普遍存在的重氮肥、 轻磷钾肥等不合理施肥现象造成的肥料回收率低、
经济效益下降、 生态环境恶化等具有积极作用ꎬ 对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表 ７　 各年份小麦生产上 ＯＰＴ￣ＮＥ、 ＦＰ、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处理养分表观平衡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ＯＰＴ￣ＮＥꎬ ＦＰ ａｎｄ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农户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养分移走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ｍｏｖｅ (ｋｇ / ｈｍ２ )

表观平衡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ＯＰＴ￣ＮＥ １４０ ５ ７８ ０ ７０ ０ １６８ ７ ８９ ４ ３０ ７ － ２８ ２ － １１ ４ ３９ ３
２０１１ ３０ ＦＰ ３１７ １ １６１ ３ １３ ４ １６６ ３ ８７ ４ ３０ ２ １５０ ７ ７３ ９ － １６ ８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４２ ０ １５０ ０ ６０ ０ １７０ ０ ９５ １ ３２ ３ ７２ ０ ５４ ９ ２７ ７
ＯＰＴ￣ＮＥ １７０ ６ ７６ ９ ６７ ８ １５１ ８ ２３ ８ １９ ２ １８ ８ ５３ １ ４８ ６

２０１２ ２９ ＦＰ ２９４ ７ ９０ ９ １３ ６ １５１ ２ ２３ ２ １８ ６ １４３ ５ ６７ ７ － ５ ０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８６ ４ １３９ １ ４２ ９ １５１ ３ ２３ ５ １８ ６ １３５ １ １１５ ６ ２４ ４
ＯＰＴ￣ＮＥ １６９ １ ９２ ９ ７２ ６ １４６ ６ ２３ ０ １９ ５ ２２ ５ ６９ ９ ５３ １

２０１３ ２１ ＦＰ ２６０ ５ １３０ ０ ４６ ５ １４１ ８ ２３ １ １８ ５ １１８ ７ １０６ ９ ２８ ０
ＯＰＴ￣Ｌｏｃａｌ ２８７ ５ １４０ ０ ４３ ５ １４５ ５ ２３ ５ １９ ４ １４２ ０ １１６ ５ ２４ １

４　 结论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推荐施肥方法在山东省小麦、 玉米生产上 ３ 年的田间验证试验

可得出如下结论: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推荐施肥处理在当地小麦、 玉米生产上与农民习惯施肥及官方

推荐施肥处理产量无明显差异ꎮ 从增产幅度的分布看当地官方推荐施肥方案增产效果略优于专家

系统推荐施肥方案ꎮ
从粮食生产效益分析结果看ꎬ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推荐施肥处理在当地小麦、 玉米

生产上与农民习惯施肥相比增收效果明显ꎬ 且优于当地官方推荐处理ꎮ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推荐施肥处理减少了氮养分投入ꎬ 平衡了磷钾养分投入ꎬ 实现

了与农民习惯施肥及当地官方推荐施肥相持平的产量ꎬ 提高了生产收益ꎬ 并且减小了农业生产中

氮素养分在土壤中的盈余ꎬ 降低了过量投入化肥带来的环境风险ꎬ 因而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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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玉米施肥效果与肥料利用效率现状研究∗

王　 寅∗∗ꎬ 冯国忠ꎬ 焉　 莉ꎬ 高　 强∗∗∗

(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 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ꎬ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８)

摘　 要: 本研究通过收集整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国家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在吉林省布置的 １ １１０个 “３４１４” 田间试验ꎬ
分析了施用氮、 磷、 钾肥对玉米产量、 经济效益的影响ꎬ 测算了氮、 磷、 钾肥的利用效率ꎬ 目的在于明确当前

生产条件下吉林省玉米的施肥效果与肥料利用效率ꎬ 为肥料的合理施用与配置提供依据ꎮ 选取玉米 “３４１４” 田

间试验的处理 １ (Ｎ０ Ｐ０ Ｋ０ )、 处理 ２ (Ｎ０ Ｐ２ Ｋ２ )、 处理 ４ (Ｎ２ Ｐ０ Ｋ２ )、 处理 ６ (Ｎ２ Ｐ２ Ｋ２ ) 和处理 ８ (Ｎ２ Ｐ２ Ｋ０ )ꎬ 分别

记为不施肥 (ＣＫ)、 不施氮 (￣Ｎ)、 不施磷 (￣Ｐ)、 氮磷钾配施 (ＮＰＫ) 和不施钾 (￣Ｋ) 处理ꎬ 研究不同施肥处

理下的玉米产量、 产值、 施肥利润和产投比ꎬ 比较增施氮、 磷、 钾肥的增产效应以及不同肥料的农学效率、 偏

生产力和肥料贡献率ꎮ 另外ꎬ 分析不施肥处理 (缺素处理) 玉米产量与相应肥料贡献率之间的关系ꎬ 并利用模

型进行模拟ꎮ 不施肥条件下ꎬ 当前吉林省玉米的平均产量和产值分别为 ６ ６ ｔ / ｈｍ２ 和 １２ １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ꎮ 施肥可

显著提高玉米的产量和经济收益ꎬ 其中以 ＮＰＫ 处理的玉米产量和施肥利润最高ꎬ 平均分别为 １０ １ ｔ / ｈｍ２ 和

５ ０７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ꎬ 其后分别为￣Ｋ 处理 ( ８ ９ ｔ / ｈｍ２ 、 ３ ２７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 ￣Ｐ 处理 ( ８ ７ ｔ / ｈｍ２ 、 ２ ８３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 和￣Ｎ 处理 (７ ７ ｔ / ｈｍ２ 、 １ ３９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ꎮ 在其他养分施用基础上ꎬ 增施氮、 磷、 钾肥可平均分

别增产 ２ ３６ ｔ / ｈｍ２ (３５ １％ )、 １ ３９ ｔ / ｈｍ２ (１８ ０％ ) 和 １ １８ ｔ / ｈｍ２ (１４ ９％ )ꎬ 平均施肥利润分别为 ３ ６８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 ２ ２４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和 １ ８０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ꎮ 当前生产条件下ꎬ 吉林省玉米在氮磷钾配施条件下的肥料农

学效率、 偏生产力和肥料贡献率分别为 １１ ４ ｋｇ / ｋｇ、 ３２ ８ ｋｇ / ｋｇ 和 ３４ ７％ ꎬ 而单施氮、 磷、 钾肥的平均农学效率

分别为 １４ ３ ｋｇ Ｎ / ｋｇ、 ２０ ５ ｋｇ Ｐ２ Ｏ５ / ｋｇ 和 １７ ２ ｋｇ Ｋ２ Ｏ / ｋｇꎬ 平均偏生产力分别为 ６１ １ ｋｇ Ｎ / ｋｇ、 １４６ ４ ｋｇ Ｐ２ Ｏ５ / ｋｇ
和 １４２ ４ ｋｇ Ｋ２ Ｏ / ｋｇꎬ 平均肥料贡献率分别为 ２３ ４％ 、 １４ １％ 和 １１ ９％ ꎮ 分析发现ꎬ 氮磷钾肥配施 (或某一肥

料) 的肥料贡献率随不施肥处理 (或相应缺素处理) 玉米产量的提高而显著下降ꎬ 且关系符合对数函数模型ꎬ
说明提高基础地力可减少对外源肥料的依赖ꎮ 目前ꎬ 吉林省玉米施肥的增产效果和肥料利用率相比全国平均水

平较高ꎬ 但仍需重视氮肥管理以稳产增效ꎬ 现阶段应继续大力推广平衡适量施肥的理念及相应技术ꎬ 改变农民

过量施肥观念ꎬ 在实现作物增产的同时提高肥料效率并促进土壤培肥ꎮ
关键词: 玉米ꎻ 施肥ꎻ 产量ꎻ 经济效益ꎻ 肥料利用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ｎｇ Ｙｉｎ∗∗ꎬ Ｆｅｎｇ Ｇｕｏｚｈｏｎｇꎬ Ｙａｎ Ｌｉꎬ Ｇａｏ Ｑ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Ｊｉｌ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Ｇｒａｉｎ Ｂａｓｅｓ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１１８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１１０ “３４１４”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ꎬ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 ( Ｐ)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４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

∗∗

∗∗∗

本文已被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录用ꎬ 待刊

∗基金项目: 公益性行业 (农业) 科研专项作物最佳养分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３)ꎻ
国家现代农业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项目 (ＣＡＲＳ － ０２)

∗∗第一作者: 王寅ꎬ 博士ꎬ 讲师ꎬ 主要从事植物营养与肥料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ｗｙ１９８６４１０＠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 高强ꎬ Ｅ￣ｍａｉｌ: ｇｙｔ１９９９６２＠ １６３. ｃｏ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ꎬ ａｎ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ꎬ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Ｎ０ Ｐ０ Ｋ０ ꎬ
Ｎ０ Ｐ２ Ｋ２ ꎬ Ｎ２ Ｐ０ Ｋ２ ꎬ Ｎ２ Ｐ２ Ｋ２ ａｎｄ Ｎ２ Ｐ２ Ｋ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ｚｅ “３４１４”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ｔｅｒｍｅｄ ａｓ ｎ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Ｋ)ꎬ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ＮＰ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ＮＰＫ)ꎬ ｎｏ Ｎ (￣Ｎ)ꎬ ｎｏ Ｐ (￣Ｐ) ａｎｄ ｎｏ Ｋ (￣Ｋ)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ꎬ ｇｒｏ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ＡＥ)ꎬ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ＦＰ)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ＣＲ)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ＣＫ ( 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ＣＲ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ꎬ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ｗａｓ ６ ６ ｔ / ｈｍ２ ａｎｄ １２ １ × １０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ｗｈ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ｙｉｅｌｄ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１０ １ ｔ / ｈｍ２ ａｎｄ ５ ０７ × １０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Ｐ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８ ９ ｔ / ｈｍ２ 、 ３ ２７ × １０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ꎬ ￣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８ ７ ｔ / ｈｍ２ ꎬ ２ ８３ × １０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 ａｎｄ￣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７ ７ ｔ / ｈｍ２ ꎬ １ ３９ × １０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ꎬ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２ ３６ ｔ / ｈｍ２ (３５ １％ )ꎬ
１ ３９ ｔ / ｈｍ２ (１８ ０％ ) ａｎｄ １ １８ ｔ / ｈｍ２ (１４ ９％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ｗａｓ ３ ６８ × １０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ꎬ ２ ２４ × １０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ａｎｄ １ ８０ × １０３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ꎬ ＡＥ ｗａｓ １４ ３ ｋｇ Ｎ / ｋｇꎬ ２０ ５ ｋｇ Ｐ２ Ｏ５ / ｋｇ ａｎｄ １７ ２ ｋｇ Ｋ２ Ｏ / ｋｇ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ＰＦＰ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ｗａｓ ６１ １ ｋｇ Ｎ / ｋｇꎬ １４６ ４ ｋｇ Ｐ２ Ｏ５ / ｋｇ ａｎｄ １４２ ４ ｋｇ Ｋ２ Ｏ / ｋｇ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２３ ４％ ꎬ
１４ １％ ａｎｄ １１ ９％ ｏｆ ＦＣ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ＦＣＲ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ＮＰ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ｏ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ｏｗｎｔｒ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Ｃ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ａ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ｂｅ ｓｐｒｅａｄꎬ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ｉｚｅꎻ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ꎻ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吉林是我国玉米种植大省ꎬ ２０１３ 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为 ３６ 万公顷和 ２ ７７６万吨ꎬ 占全

国的 ９ ６％ 和 １２ ７％ ꎬ 平均单产达到 ７ ９３ ｔ / ｈｍ２ꎬ 为全国最高[１] ꎮ 吉林玉米主产区主要土壤类型

为黑土、 黑钙土等ꎬ 具有腐殖质层厚、 有机质含量高、 养分丰富、 团粒发达、 保水保肥能力强等

特点ꎬ 对玉米生长非常有利[２] ꎮ 但是ꎬ 随着开垦年限增加和近 ３０ 年玉米连作ꎬ 黑土区土壤肥力

退化已成为不争事实[２￣３] ꎮ 除粗放的耕作方式和种植习惯外ꎬ 农民过量和不平衡的施肥措施也是

导致土壤质量下降、 产量不稳定的重要原因[４] ꎮ 李红莉等[５] 研究显示ꎬ 我国玉米单产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增长了 ７ ９％ ꎬ 而单位面积肥料用量增加了 ２９ ０％ ꎬ 其中氮肥增加了 ３７ ３％ ꎬ 说明肥料

利用率和经济收益明显下降ꎮ 吉林省统计数据显示ꎬ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 年全省玉米种植面积和总产分

别提高了 １ ３ 倍和 ４ ７ 倍ꎬ 而同期的化肥施用量从 １６ ７ 万吨增长至 ２１６ ８ 万吨ꎬ 提高了近 １３
倍[６] ꎮ 大量研究已证实ꎬ 过量和不合理的施肥不仅影响作物生产ꎬ 降低肥料利用效率[７] ꎬ 还会

引发水体富营养化、 土壤酸化及大气活性氮排放增加等一系列环境问题[８￣１０] ꎮ 因此ꎬ 根据作物生

长发育特点和土壤条件为农户提供合理的养分管理建议ꎬ 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高效优质是广大科

研工作者和农技推广人员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ꎮ
由于土壤肥力、 作物产量水平和施肥习惯差异较大ꎬ 不同地区之间作物养分管理措施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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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基础也显著不同[１１￣１３] 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全国化肥试验网在我国 ２９ 个省、 市、 区的 １８ 种

作物上进行了大量肥料试验ꎬ 明确了当时条件下不同区域的作物肥效状况与肥料利用效率ꎬ 对当

地作物的合理施肥指导以及国家肥料生产供应政策提供了基础信息[１４] ꎮ ３０ 多年来ꎬ 我国的土壤

肥力状况、 作物品种和施肥水平均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而当前区域尺度上较宏观的作物施肥基础信

息并不清楚ꎬ 限制了区域养分管理指导工作的开展ꎮ ２００５ 年起ꎬ 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测土

配方施肥项目ꎬ 各地区各级农技推广部门采集测试了大量土壤样品ꎬ 并布置了大量的 “３４１４”
作物施肥田间试验ꎬ 因此可以利用这些大样本的田间试验数据开展内容丰富的施肥相关研究工

作[１５￣１６] ꎮ 张智等[１７]利用 ２９２ 个 “３４１４” 肥料试验ꎬ 分析了四川省不同地区水稻施用氮肥的增产

效益、 氮素需求特征与氮肥的利用效率ꎮ 刘芬等[１８] 通过总结 １８４ 个 “３４１４” 肥料试验ꎬ 研究了

渭北地区春玉米施用氮、 磷、 钾肥的增产、 增收效果以及肥料利用效率现状ꎮ 黄亿等[１９] 基于 ６１
个 “３４１４” 肥料试验ꎬ 建立了四川中部丘陵区油菜的土壤养分丰缺指标和相应的推荐施肥量ꎮ
单燕等[２０]整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 ７ ４１６个土壤数据和 ９１３ 个 “３４１４” 肥料试验数据ꎬ 评估了陕

西省玉米种植区土壤肥力状况与施肥效应ꎮ 本研究通过收集整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在吉林省布置

的大量 “３４１４” 肥料试验ꎬ 研究当前生产条件下吉林省玉米施用氮、 磷、 钾肥的增产效果、 经

济效益和肥料利用率ꎬ 并对土壤基础养分状况与肥料贡献率的关系进行分析ꎬ 旨在明确吉林省玉

米的施肥效果与肥料利用现状ꎬ 为玉米科学施肥管理与决策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设计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国家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在吉林省布置的春玉米 “３４１４” 田间试

验ꎬ 共计 １ １１０个ꎮ 研究区域涵盖吉林省所有县、 市、 州ꎬ 主要土壤类型包括黑土、 黑钙土、
白浆土、 暗棕壤、 冲积土和草甸土等ꎮ 试验区耕层土壤 ｐＨ 值为 ３ ７ ~ ８ ９ꎬ 平均为 (６ ６ ±
１ ０)ꎻ 有机质含量为 ５ ６ ~ １２３ ５ ｇ / ｋｇꎬ 平均为 (２５ ３ ± １５ １) ｇ / ｋｇꎻ 碱解氮含量为 ３６ １ ~
３９２ ２ ｍｇ / ｋｇꎬ 平均为 (１３６ ０ ± ５６ ９ ) ｍｇ / ｋｇꎻ 有效磷含量为 １ ４ ~ １５３ ９ ｍｇ / ｋｇꎬ 平均为

(３０ １ ± ２３ ２) ｍｇ / ｋｇꎻ 速效钾含量为 ２４ ０ ~ ３７４ １ ｍｇ / ｋｇꎬ 平均为 (１２５ ４ ± ４８ ４) ｍｇ / ｋｇꎮ
供试玉米品种主要包括先玉 ３３５、 郑单 ９５８、 吉单 １９８、 丹玉 ６３８、 良玉 １１、 郝育 ２１ 等ꎮ

本研究所含试验处理选自 “３４１４” 试验设计中的处理 １ (Ｎ０Ｐ０Ｋ０)、 处理 ２ (Ｎ０Ｐ２Ｋ２)、 处理

４ (Ｎ２Ｐ０Ｋ２)、 处理 ６ ( Ｎ２Ｐ２Ｋ２ ) 和处理 ８ ( Ｎ２Ｐ２Ｋ０ )ꎬ 分别记为不施肥 ( ＣＫ)、 不施氮 (￣Ｎ)、
不施磷 (￣Ｐ)、 氮磷钾配施 (ＮＰＫ) 和不施钾 (￣Ｋ)ꎮ 其中ꎬ ＮＰＫ 处理 (Ｎ２Ｐ２Ｋ２ ) 施肥量是由当

地农业技术专家或农技推广人员根据目标产量水平、 作物养分需求、 田块土壤肥力状况以及当地

施肥习惯等进行综合确定ꎬ 代表当地的最佳施肥水平[１６] ꎮ 本研究所收集数据中ꎬ ＮＰＫ 处理的氮

肥 (Ｎ) 用量为 ４０ １ ~ ３１９ 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１６８ ０ ± ２４ ５) ｋｇ / ｈｍ２ꎻ 磷肥 ( Ｐ２Ｏ５ ) 用量为

３０ ０ ~ １５０ 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６９ ７ ± ９ ３) ｋｇ / ｈｍ２ꎻ 钾肥 (Ｋ２Ｏ) 用量为 ２２ ５ ~ １８０ 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７１ ６ ± １０ 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各缺素处理不施用相应的肥料ꎬ 其余施肥量与同一试验的 ＮＰＫ
处理保持一致ꎮ 试验所用肥料分别为尿素 (含 Ｎ ４６％ )、 过磷酸钙 (含 Ｐ２Ｏ５ １２％ ) 和氯化钾

(含 Ｋ２Ｏ ６０％ )ꎮ 氮肥的 ４０％ 和全部的磷、 钾肥做基肥ꎬ 剩余的 ６０％ 氮肥于玉米 ７ 叶期进行追

施ꎬ 其他田间管理均与当地农民习惯保持一致ꎮ
１ ２　 样品采集与测定

玉米播种前ꎬ 各试验点取 ０ ~ ２０ ｃｍ 耕层土壤按常规法测定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２１] ꎮ
玉米成熟后ꎬ 对各试验点所有小区去掉边行后进行实打实收测产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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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参数计算与统计分析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相关参数[２１￣２３] ꎮ
肥料农学效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Ｅꎬ ｋｇ / ｋｇ)ꎬ 指单位施肥量所增加的玉米产量ꎬ 即

ＡＥ ＝ (Ｙ － Ｙ０) / Ｆꎬ 式中: Ｙ 为施肥区的玉米产量ꎬ Ｙ０ 为无肥区玉米产量ꎬ Ｆ 为施肥量ꎮ
肥料偏生产力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ＰＦＰꎬ ｋｇ / ｋｇ)ꎬ 指投入单位肥料所生产的玉米产

量ꎬ 即 ＰＦＰ ＝ Ｙ / Ｆꎬ 式中: Ｙ 为施肥区的玉米产量ꎬ Ｆ 为施肥量ꎮ
肥料贡献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ＦＣＲꎬ％ )ꎬ 施用肥料增加的产量占总产量的百分

比ꎬ ＦＣＲ ＝ [ (施肥区产量 － 无肥区产量) × １００] / 施肥区产量

施肥利润 (Ｎｅｔ Ｐｒｏｆｉｔꎬ 元 / ｈｍ２ ) ＝ 产值 － 施肥成本 ＝ (玉米产量 × 玉米价格) － (施肥

量 × 肥料价格)
产投比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 ＝ 施肥利润 / 施肥成本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计算和处理试验数据ꎬ 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统计分析ꎬ ＬＳＤ 法检验处理间

在 Ｐ < ０ ０５ 水平的差异显著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施肥对吉林省玉米产量的影响

氮、 磷、 钾肥施用显著影响吉林省玉米的籽粒产量 (图 １)ꎮ 不施肥条件下ꎬ 全省玉米平均

产量为 ６ ６ ｔ / ｈｍ２ (范围 １ ８５ ~ １４ ３ ｔ / ｈｍ２)ꎮ 施肥后玉米产量均显著提高ꎬ 其中 ＮＰＫ 处理最高ꎬ
平均达 １０ １ ｔ / ｈｍ２ (范围 ４ ３１ ~ １６ ９ ｔ / ｈｍ２ )ꎬ 较 ＣＫ 处理平均增产 ３４ ７％ ꎮ 各缺素处理中ꎬ
以￣Ｋ处理玉米产量较高 (平均 ８ ９ ｔ / ｈｍ２ꎬ 范围 ３ ２９ ~ １５ ３ ｔ / ｈｍ２ )ꎬ 其次为￣Ｐ 处理 (平均

８ ７ ｔ / ｈｍ２ꎬ 范围 ３ ５１ ~ １５ ８ ｔ / ｈｍ２ )ꎬ 而￣Ｎ 处理相对较低 ( 平均 ７ ７ ｔ / ｈｍ２ꎬ 范围 ２ ４０ ~
１３ ５ ｔ / ｈｍ２)ꎮ 在其他两种养分施用基础上ꎬ 玉米增施氮、 磷、 钾肥平均分别增产 ２ ３６ ｔ / ｈｍ２

(３５ １％ )、 １ ３９ ｔ / ｈｍ２ (１８ ０％ ) 和 １ １８ ｔ / ｈｍ２ (１４ ９％ )ꎮ
分析增产量和增产率分布状况 (图 ２) 发现ꎬ 吉林省玉米施用氮、 磷、 钾肥分别有 ９９ １％ 、

９４ ９％ 和 ９１ １％ 的试验点表现出增产效果ꎬ 增产超过 ５％ 的试验点比例分别为 ９５ ６％ 、 ８３ ９％ 和

７５ ９％ ꎮ 施氮后ꎬ ６１ １％ 的试验点增产在 １ ０ ~ ３ ０ ｔ / ｈｍ２ꎬ ２６ ３％ 的试验点增产超过 ３ ０ ｔ / ｈｍ２ꎬ
增产率分布在 ５％~ ３５％ 的试验点占 ５９ ８％ ꎬ 甚至有 ６ ７％ 的试验点增产超过 ８０％ ꎮ 施磷的增产

量范围主要在 ０ ６ ~ １ ８ ｔ / ｈｍ２ (占 ４９ ３％ )ꎬ 增产超过 ３ ｔ / ｈｍ２ 占 ６ ０％ ꎬ 施钾后大部分试验点增

产量在 ０ ~ １ ８ ｔ / ｈｍ２ (占 ６９ １％ )ꎬ 有 ４ ５％ 的试验增产超过 ３ ０ ｔ / ｈｍ２ꎮ 磷、 钾肥施用的增产率

范围均主要集中在 ５％~ ２５％ ꎬ 分别占总试验数的 ６０ １％ 和 ６０ ４％ ꎮ 结果表明ꎬ 玉米施用氮肥的

增产效果最显著ꎬ 应在氮磷钾肥配施的基础上重视氮肥的施用ꎮ
２ ２　 施肥对吉林省玉米经济效益的影响

施肥不仅为获得高产ꎬ 也应考虑成本投入和经济效益 (表 １)ꎮ 不施肥条件下ꎬ 吉林省玉米

的平均产值为 １２ １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ꎮ 施用氮、 磷、 钾肥增加了玉米种植的成本投入ꎬ 不同处理的平

均增量在 ０ ７０ × １０３ ~ １ ３９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ꎬ 但产值相比 ＣＫ 处理均显著提高ꎮ ＮＰＫ 处理玉米的产

值、 施肥利润和产投比均为最高ꎬ 平均分别为 １８ ６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５ ０７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和 ３ ７ꎮ 各

缺素处理的经济效益相比 ＮＰＫ 处理显著下降ꎬ 尤其是￣Ｎ 处理ꎬ 其施肥利润不足 ＮＰＫ 处理的

１ / ３ꎬ 产投比仅为 ２ ２ꎬ 说明其施肥的经济回报偏低ꎮ 在其他养分施用基础上ꎬ 增施氮、 磷、 钾

肥的平均施肥利润分别为 ３ ６８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２ ２４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和 １ ８０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ꎬ 产投比分

别为 ５ ５、 ７ １ 和 ５ ２ꎮ 可见ꎬ 氮磷钾配施条件下玉米的经济效益最佳ꎬ 磷钾肥基础上增施氮肥

可获得较高利润ꎬ 而氮钾肥基础上增施磷肥的产投比更高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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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氮、 磷、 钾肥施用对吉林省玉米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注: 每个箱形框中的实线和正方形分别表示数据集的平均值和中值ꎬ 箱形框上下的边界

分别表示数据集的 ２５％ 和 ７５％ 分位数ꎬ 箱外上下的水平短线表示数据集的 ５％ 和 ９５％ 区间ꎬ
箱外上下的圆点分别表示数据集的最小值和最大值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ｅａｃｈ ｂｏ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ｓｅｔꎬ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ｂｏｘ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２５％ ａｎｄ ７５％ ｏｆ ｄａｔａｓｅｔꎬ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ｓｈｏｒｔ ｌｉｎｅ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ｂｏ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５％ ａｎｄ ９５％ ｏｆ ｄａｔａｓｅｔꎬ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ｄｏｔ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ｂｏ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表 １　 施肥对吉林省玉米经济效益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施肥处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值 Ｇｒｏ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

施肥成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ｓｔ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

施肥利润 Ｎｅｔ ｐｒｏｆｉｔ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

产投比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ＣＫ ３ ４１ ~ ２６ ５ １２ １ ± ３ ４ ｅ
ＮＰＫ ７ ９６ ~ ３１ ３ １８ ６ ± ３ ３ ａ ０ ５９ ~ ２ ８２ １ ３９ ± ０ １７ ａ － １ ７８ ~ １７ ５ ５ ０７ ± ２ ９２ ａ ０ ~ １３ ８ ３ ７ ± ２ １ ａ
￣Ｎ ４ ４３ ~ ２５ ０ １４ ２ ± ３ ４ ｄ ０ ３４ ~ １ ５１ ０ ７０ ± ０ ０８ ｄ － ７ ３４ ~ １０ ３ １ ３９ ± １ ８７ ｄ ０ ~ １６ ９ ２ ２ ± ２ ４ ｄ
￣Ｐ ６ ５０ ~ ２９ ２ １６ ０ ± ３ ４ ｃ ０ ３７ ~ ２ ２５ １ ０６ ± ０ １３ ｂ － ５ ８０ ~ １６ １ ２ ８３ ± ２ ８２ ｃ ０ ~ １４ ３ ２ ８ ± ２ ６ ｃ
￣Ｋ ６ ０９ ~ ２８ ３ １６ ４ ± ３ ３ ｂ ０ ３８ ~ １ ８８ １ ０２ ± ０ １３ ｃ － ３ ８５ ~ １６ ６ ３ ２７ ± ２ ７８ ｂ ０ ~ １４ ７ ３ ３ ± ２ ７ ｂ

　 　 注: 玉米市场价格按 １ ８５ 元 / ｋｇ 计ꎬ Ｎ、 Ｐ２ Ｏ５ 、 Ｋ２ Ｏ 的价格分别为 ４ １ 元 / ｋｇ、 ４ ７５ 元 / ｋｇ 和 ５ ２ 元 / ｋｇ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 ｗａｓ １ ８５ ｙｕａｎ / ｋｇ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ꎬ ４ １ ｙｕａｎ / ｋｇ ｆｏｒ Ｎꎬ ４ ７５ ｙｕａｎ / ｋｇ ｆｏｒ Ｐ２ Ｏ５ ａｎｄ ５ ２ ｙｕａｎ / ｋｇ

ｆｏｒ Ｋ２ Ｏ

２ ３　 吉林省玉米的肥料利用率现状

目前ꎬ 吉林省玉米在氮磷钾配施条件下其总养分的平均农学效率、 偏生产力和肥料贡献率分

别为 １１ ４ ｋｇ / ｋｇ (０ ~ ３５ ９ ｋｇ / ｋｇ)、 ３２ ８ ｋｇ / ｋｇ (１４ ３ ~ ６３ ９ ｋｇ / ｋｇ) 和 ３４ ７％ (０ ~ ８０ ２％ )
(图 ３)ꎮ 各项指标分布状况显示ꎬ ＮＰＫ 处理总养分的农学效率有 ９５ ９％ 的试验点高于 ５ ｋｇ / ｋｇꎬ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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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 １０ ~ １５ ｋｇ / ｋｇꎬ 占总数的 ３４ ９％ ꎻ 偏生产力大部分试验点集中于 ２５ ~ ４０ ｋｇ / ｋｇꎬ 占总

数的 ７９ ８％ ꎻ 肥料贡献率超过 １５％ 的试验点占总数的 ９４ １％ ꎬ ５４ １％ 的试验点分布于

２５％~ ４５％ ꎮ

图 ２　 吉林省玉米增施氮、 磷、 钾肥的增产量和增产率分布频率

Ｆｉｇ 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３　 吉林省玉米氮磷钾肥配施的农学效率、 偏生产力和肥料贡献率的分布频率

Ｆｉｇ 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ＮＰ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通过比较 ＮＰＫ 处理和缺素处理ꎬ 可分析氮、 磷、 钾单一养分的肥料利用率 (图 ４)ꎮ 目前ꎬ
吉林省玉米增施氮、 磷、 钾肥的平均农学效率分别为 １４ ３ ｋｇ Ｎ / ｋｇ (０ ~ ７８ ６ ｋｇ Ｎ / ｋｇ)、 ２０ ５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０ ~ ９２ ７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和 １７ ２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 (０ ~ ７４ ２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ꎬ 平均偏生产力分别为

６１ １ ｋｇ Ｎ / ｋｇ ( ２６ ９ ~ １８７ ３ ｋｇ Ｎ / ｋｇ)、 １４６ ４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 ６０ ２ ~ ３６８ ９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 和
１４２ ４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 (６１ ５ ~ ３１７ ９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ꎬ 平均肥料贡献率分别为 ２３ ４％ (０ ~ ７３ ８％ )、
１４ １％ (０ ~ ５７ ３％ ) 和 １１ ９％ (０ ~ ６２ ３％ )ꎮ 不同养分的农学效率和偏生产力高低趋势一致ꎬ
均为磷素 > 钾素 > 氮素ꎬ 而肥料贡献率则以氮素显著于磷素和钾素ꎮ
２ ４　 吉林省玉米土壤基础供肥能力与肥料贡献率的关系

不施肥处理的作物产量可视作土壤基础供肥能力的一种反映ꎬ 而缺素处理产量也能在较大程

度上反映土壤对某一养分的基础供应能力ꎮ 图 ５ 显示ꎬ ＮＰＫ 配施处理的总养分肥料贡献率随 ＣＫ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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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产量的增加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ꎬ 模型拟合结果发现均符合显著的对数函数关系 (Ｒ２ ＝
０ ６０１∗∗)ꎮ 氮、 磷、 钾单一养分的肥料贡献率与相应缺素处理产量之间也有类似表现ꎬ 其中以

氮肥贡献率与￣Ｎ 处理产量的相关程度最高 (Ｒ２ ＝ ０ ４６０∗∗)ꎬ 且氮肥贡献率随￣Ｎ 处理产量增加的

下降斜率也最大ꎮ 结果说明ꎬ 肥料施用对产量的贡献率随土壤基础养分供应能力的提高而下降ꎬ
因此ꎬ 增加对土壤的培肥可减少玉米种植中对外源肥料的需求ꎮ

图 ４　 吉林省玉米氮、 磷、 钾肥的农学效率 (Ａ)、 偏生产力 (Ｂ) 和肥料贡献率 (Ｃ)
Ｆｉｇ ４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５　 吉林省玉米土壤基础供肥能力与肥料贡献率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 吉林省玉米在氮磷钾配施条件下平均产量为 １０ １ ｔ / ｈｍ２ꎬ 相应的氮、 磷、 钾肥

用量平均分别为 １６８ 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６９ ７ ｋｇ Ｐ２Ｏ５ / ｈｍ２ 和 ７１ ６ ｋｇ Ｋ２Ｏ / ｈｍ２ꎬ 总施肥 量 为

３０９ ３ ｋｇ / ｈｍ２ꎮ 这与吉林省地方标准 ＤＢ ２２ / Ｔ ２０７３—２０１４ «玉米施肥技术规程» 中的推荐施肥

量非常接近 (中等地力条件下ꎬ 目标产量为 ９ ０ ~ １０ ５ ｔ / ｈｍ２ 时ꎬ 吉林省玉米推荐施用 １７０ ~
１９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７０ ~ ８０ ｋｇ Ｐ２Ｏ５ / ｈｍ２ 和 ６０ ~ ７０ ｋｇ Ｋ２Ｏ / ｈｍ２ ) [２４] ꎬ 同时也与前人在吉林不同地区

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２５￣２８] ꎮ 因此ꎬ 本研究结果可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吉林省玉米的施肥效果与肥

料利用率现状ꎬ 可为该地区玉米的科学施肥研究与决策提供参考依据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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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利用率是养分管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ꎬ 以往我国主要采用肥料的养分表观回收

率进行表征ꎬ 但在目前土壤和环境养分供应量增大、 化肥增产效益下降的情况下ꎬ 偏生产力更适

宜作为评价肥料利用效率的指标[２９] 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 目前我国玉米在试验条件下的平均氮、 磷、
钾肥偏生产力分别为 ５１ ６ ｋｇ Ｎ / ｋｇ、 ７２ ４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和 ６４ ７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７] ꎬ 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

为 ５７ ８ ｋｇ Ｎ / ｋｇ、 １１９ ０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和 １３６ ０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３０] ꎮ 本研究显示ꎬ 当前吉林春玉米的平

均氮、 磷、 钾肥偏生产力分别为 ６１ １ ｋｇ Ｎ / ｋｇ、 １４６ ４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和 １４２ ４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ꎬ 不仅明显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 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ꎮ 其中ꎬ 氮素偏生产力较美国的 ６５ ｋｇ Ｎ / ｋｇ 还有一

定差距[２９] ꎮ 农学效率也是重要的肥料效率指标ꎬ 反映施肥的增产效果ꎮ 目前ꎬ 我国玉米在试验

条件下的氮、 磷、 钾肥农学效率分别为 ９ ８ ~ １１ ２ ｋｇ Ｎ / ｋｇ、 ７ ５ ~ ９ ５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和 ５ ７ ~ ９ ２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７ꎬ３１] ꎬ 而吉林省玉米平均分别为 １４ ３ ｋｇ Ｎ / ｋｇ、 ２０ ５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和 １７ ２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ꎬ 均明

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 但氮素农学效率与世界平均水平 (２４ ｋｇ Ｎ / ｋｇ) 相比还偏低[３２] ꎮ 可见ꎬ
现阶段生产条件下吉林省玉米的增产效果和肥料利用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高ꎬ 而在氮素管理

的节肥增效方面还有提升空间ꎮ
众多研究显示ꎬ 世界粮食作物施用化肥对产量的贡献率在 ３０％~ ５０％ ꎬ 而我国玉米施肥的平

均产量贡献率为 ４６ ２％ [１４ꎬ２３ꎬ３０ꎬ３３￣３４] ꎮ 刘芬等[１８]的研究显示ꎬ 目前渭北旱塬地区玉米施用氮、 磷、
钾肥对产量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３ ０％ 、 １２ ６％ 和 ７ ０％ ꎮ 本研究中ꎬ 吉林省玉米的平均氮、 磷、 钾

肥贡献率分别为 ２３ ４％ 、 １４ １％ 和 １１ ９％ ꎬ 与刘芬等在陕西的研究结果接近ꎬ 而氮磷钾配施的

平均产量贡献率为 ３４ ７％ ꎬ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这可能是因为吉林省地处黑土带ꎬ 大多数地区

土壤肥力在全国处于相对较高水平ꎬ 导致外源肥料施用对产量的贡献相对较低ꎮ 另外发现ꎬ 玉米

施肥的产量贡献率随土壤肥力提升而显著下降ꎬ 说明维持较高的土壤肥力可减少对外源肥料的需

求ꎮ 在目前国家大力实施化肥零增长战略背景下ꎬ 吉林省应通过推广平衡施肥、 保护性耕作、 秸

秆还田等技术措施实现土壤培肥ꎬ 促进农田地力提升而减少化肥施用ꎬ 提高肥料利用率和环境效

益ꎬ 维持玉米生产的可持续发展ꎮ

４　 结论

吉林省玉米施肥的增产增收效果显著ꎬ 其中以 ＮＰＫ 处理最佳ꎬ 平均产量和施肥利润分别为

１０ １ ｔ / ｈｍ２ 和 ５ ０７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ꎮ 增施氮、 磷、 钾肥可平均分别增产 ２ ３６ ｔ / ｈｍ２ (３５ １％ )、
１ ３９ ｔ / ｈｍ２ (１８ ０％ ) 和 １ １８ ｔ / ｈｍ２ (１４ ９％ )ꎬ 平均分别增收 ３ ６８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 ２ ２４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和 １ ８０ × １０３ 元 / ｈｍ２ꎮ 当前生产条件下ꎬ 吉林省玉米的平均氮、 磷、 钾肥农学效率分

别为 １４ ３ ｋｇ Ｎ / ｋｇ、 ２０ ５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和 １７ ２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ꎬ 平均偏生产力分别为 ６１ １ ｋｇ Ｎ / ｋｇ、
１４６ ４ ｋｇ Ｐ２Ｏ５ / ｋｇ 和 １４２ ４ ｋｇ Ｋ２Ｏ / ｋｇꎬ 平均肥料贡献率分别为 ２３ ４％ 、 １４ １％ 和 １１ ９％ ꎮ 玉米

施肥对产量的贡献率随土壤基础肥力的提高而显著下降ꎬ 其趋势符合对数函数关系ꎮ 尽管吉林省

玉米施肥的增产效果和肥料利用率在国内相对较高ꎬ 但仍应重视氮肥管理以稳产增效ꎬ 现阶段应

继续大力推广平衡适量施肥的理念及相应技术ꎬ 改变农民过量施肥观念ꎬ 在实现作物增产的同时

提高肥料效率并促进土壤培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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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运筹对春玉米产量、 养分吸收和转运的影响∗

谢佳贵∗∗ꎬ 侯云鹏ꎬ 尹彩侠ꎬ 孔丽丽ꎬ 秦裕波ꎬ 李　 前ꎬ 王立春∗∗∗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ꎬ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

摘　 要: 通过连续两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 田间试验ꎬ 研究了氮肥不同运筹方式对玉米产量、 养分吸收、 转运、
分配及利用率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在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中ꎬ 基肥拔节期抽雄期施肥比例为 ３４３ 时玉米

产量和氮素利用效率最高ꎬ 较其他基追比例处理增产 ３ ２％~ ２０ ５％ ꎬ 氮肥当季回收率、 农学利用率和偏生产力

分别提高 ２ ０ ~ ２１ ３ 个百分点、 ２ ３ ~ １０ ０ ｋｇ / ｋｇ 和 ２ ３ ~ １０ ０ ｋｇ / ｋｇꎮ 施氮可显著增加玉米主要生育期氮、 磷、
钾吸收量ꎬ 并可提高玉米抽雄期氮、 磷、 钾养分向籽粒的转运和增加籽粒养分量ꎬ 其中基肥拔节期抽雄期

施氮比例为 ３４３ꎬ 对玉米灌浆期氮、 磷、 钾吸收量影响显著ꎬ 使籽粒氮、 磷、 钾积累总量显著的高于其他基

追比例处理ꎮ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ꎬ 氮肥运筹条件下各生育期氮、 磷、 钾吸收间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性ꎬ
且除苗期外ꎬ 其他生育期氮、 磷、 钾吸收量均与产量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性ꎬ 其中灌浆期氮、 磷、 钾的吸收与

产量的相关系数最大ꎮ 综合考虑玉米产量与植株氮、 磷、 钾吸收关系间的表现ꎬ 转运及氮肥利用效率等方面的

因素ꎬ 在该试验条件下ꎬ 施氮量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基肥拔节期抽雄期施氮比例为 ３４３ 时为最佳氮肥运筹

方式ꎮ
关键词: 氮肥运筹ꎻ 产量ꎻ 养分吸收ꎻ 转运与分配ꎻ 氮肥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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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２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３ ４ ３ ( ｂａｓａｌ Ｎꎬ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Ｎ ａｎｄ ｔａｓｓｅｌｉｎｇ 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Ｙｉｅｌｄ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ꎻ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最大的作物ꎬ 具备食用、 饲用、 工业和能源原料等多种用途ꎮ
而东北是我国春玉米主要产区之一ꎬ 玉米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 ７３ １％ ꎬ 产量占全国

玉米总量的 １２ ７％ [１] ꎮ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ꎮ 氮素是玉米从土壤中吸收数量最多

的营养元素ꎬ 同时也是影响玉米生长发育最重要的养分限制因子[２￣４] ꎮ 因此氮肥的施用是否合理

对玉米产量起决定性作用ꎮ 然而在玉米生产中ꎬ 氮肥使用存在着很大程度不合理性ꎮ 调查表明ꎬ
春玉米的氮肥利用率仅为 １９％~ ２８％ [５] ꎬ 远低于 ３０％~ ５１％ 的全国平均水平[６] ꎬ 这些未被作物吸

收利用而残留在土壤中的肥料氮素ꎬ 不仅造成资源、 财力上的巨大浪费ꎬ 同时也对环境污染日益

恶化[７￣８] ꎮ 因此ꎬ 选择合理氮肥运筹方式、 使其避免或减少氮肥施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危害已

成为玉米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目前ꎬ 关于施氮对玉米产量、 农学效应和环境效应影响等方面

的研究有大量报道[６￣１１] ꎬ 而有关施氮对磷、 钾的吸收报道较少ꎮ 氮通过有机物的形成转化与磷、
钾相互联系ꎮ 其吸收、 同化与转运直接影响着作物的生长发育状况ꎬ 因此了解施用氮肥对氮、
磷、 钾养分的吸收和累积规律ꎬ 有助于采取有效的施肥措施ꎬ 调控玉米生长发育ꎬ 进而提高玉米

产量ꎮ 鉴于此ꎬ 本研究通过田间试验ꎬ 研究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玉米氮、 磷、 钾吸收利用特性及

其与产量的关系ꎬ 以期为玉米氮肥的合理施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大房身村进行ꎬ 该地区位于吉林省中

部ꎬ 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ꎬ 四季分明ꎬ 供试土壤为黑土ꎬ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的基本农化性状

如表 １ 所示ꎮ 试验设置 ５ 个处理: Ｎ０ ꎬ 不施氮ꎻ Ｎ１０ ꎬ Ｎ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一次性基施ꎻ Ｎ３７ ꎬ
Ｎ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３０％ 氮肥基施ꎬ ７０％ 氮肥于拔节期追施ꎻ Ｎ３４３ ꎬ Ｎ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３０％ 氮肥基

施ꎬ ４０％ 氮肥于拔节期追施ꎬ ３０％ 氮肥于抽雄期追施ꎻ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ꎬ Ｎ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３０％ 氮肥

基施ꎬ ４０％ 氮肥于大口期追施ꎬ １５％ 氮肥于抽雄期追施ꎬ １５％ 氮肥于灌浆期追施ꎮ 各处理磷、
钾肥用量相同ꎬ 分别为 Ｐ２ Ｏ５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 Ｋ２ Ｏ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磷钾肥全部作为基肥于播种前施入ꎮ
试验用氮肥为尿素 (Ｎ ４６％ )ꎬ 磷肥为重过磷酸钙 (Ｐ２ Ｏ５ ４６％ )ꎬ 钾肥为氯化钾 (Ｋ２ Ｏ ６０％ )ꎮ
小区面积 ４０ ｍ２ ꎬ ６ 垄宽ꎬ 随机区组排列ꎬ ３ 次重复ꎮ 供试玉米品种为先玉 ３３５ꎬ 种植密度为

６ ５ 万 / ｈｍ２ ꎬ ５ 月 １ 日播种ꎬ ９ 月 ３０ 日收获ꎮ 其他田间管理按生产田进行ꎮ
１ ２　 样本采集与测定

分别于玉米苗期、 拔节期、 大口期、 抽雄期、 灌浆期和成熟期采集植株样本ꎬ 每小区采取有

代表性玉米 ５ 株 (苗期取 ４０ 株)ꎬ 在灌浆期后样品分为秸秆和籽粒两部分ꎬ 于 １０５℃杀青 ３０ ｍｉｎ
后ꎬ 于 ８０℃烘干至恒重ꎬ 称重并计算地上部干物重ꎬ 样品粉碎后过 ０ ０５ ｍｍ 筛ꎬ 分别测定氮、
磷、 钾含量ꎮ 分析均采取 Ｈ２ＳＯ４—Ｈ２Ｏ２ 法消煮ꎬ 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氮素含量ꎬ 钒钼黄比色法

测定磷素含量ꎬ 火焰火光度法测定钾素含量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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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供试土壤养分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年份
Ｙｅａｒ

有机质 ＯＭ
(ｋ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 )

碱解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ｍ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ｐＨ

２０１３ ２２ ３６ １ １４ １０６ ３８ ３８ ５５ ９６ ７４ ５ ４９
２０１４ ２１ ９８ １ １８ １０９ ６３ ４０ ２１ ９３ ０３ ５ ７２

　 　 注: 因土壤肥力因素 (表 １) 相差较小ꎬ 且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４ 年试验结果中不同年份间各指标差异均不显著

(表 ２)ꎬ 因此ꎬ 本文着重分析 ２０１４ 年的试验结果

表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相同试验处理下产量及各养分累积指标的方差分析 (Ｆ 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４

方差分析
产量
Ｙｉｅｌｄ

氮吸收量
Ｎ ｕｐｔａｋｅ

磷吸收量
Ｐ ｕｐｔａｋｅ

钾吸收量
Ｋ ｕｐｔａｋｅ

年份 Ｙｅａｒ ３ １７ｎｓ １ ７３ｎｓ ３ ０６ ｎｓ ２ ７４ｎｓ

　 　 注: ｎｓ 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Ｎｏｔｅ: “ｎ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１ ３　 计算公式及统计方法[９￣１１]

养分吸收量 (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ｋｇ / ｈｍ２ ) ＝ 某生育期单位面积植株 (秸秆、 穗部) 氮 (磷、
钾) 的吸收量

氮收获指数 (ＨＩꎬ％ ) ＝ 成熟期籽粒氮吸收量 / 植株氮总吸收量 × １００
氮肥当季回收率 (ＲＥＮꎬ％ ) ＝ (收获期施氮区地上部总吸氮量 － 收获期不施氮区地上部总

吸氮量) / 氮肥施用量 × １００
氮肥农学利用效率 (ＡＥＮꎬ ｋｇ / ｋｇ) ＝ (施氮区玉米产量 － 不施氮区玉米产量) / 氮肥施用量

氮肥偏生产力 (ＰＦＰＮꎬ ｋｇ / ｋｇ) ＝ 施氮区产量 / 氮肥施用量

转运量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ｋｇ / ｈｍ２) ＝ 抽穗期植株氮 (磷、 钾) 吸收量 － 成熟期植株氮 (磷、
钾) 的滞留量

转运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 ＝ 单位面积植株成熟期氮 (磷、 钾) 的表观输出量 /
抽穗期该元素总吸收量 × １００

转运贡献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 ＝ 氮 (磷、 钾) 转运量 / 抽穗至成熟期穗部氮 (磷、
钾) 素吸收总量 × １００

试验数据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和 ＳＡＳ ９ ０ 统计软件处理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氮肥运筹对玉米产量与氮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表 ３ 结果表明ꎬ 施氮处理与不施氮肥处理间玉米产量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ꎬ 增产

幅度为 １６ ０％~ ３９ ７％ ꎬ 在不同施氮处理中ꎬ Ｎ３７、 Ｎ３４３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处理玉米产量显著高于

Ｎ１０处理 (Ｐ < ０ ０５)ꎬ 其中ꎬ Ｎ３４３ 处理玉米产量最高ꎬ 较 Ｎ３:７ 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处理分别增产

６ ３％ 和 ４ ２％ ꎬ 其中与 Ｎ３７处理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ꎬ Ｎ３７处理与 Ｎ３４１ ５１ ５处理间差

异不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表明相对于一次性基施氮肥ꎬ 氮肥后移可显著增加玉米产量ꎬ 将 ４０％ 氮

肥与 ３０％ 氮肥分别后移至拔节期和抽雄期追施有利于产量的进一步提高ꎮ 但将一定比例氮肥后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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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灌浆期 (为总施氮量的 １５％ ) 则会造成产量的降低ꎬ 但减产程度不显著ꎮ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玉米氮肥当季回收率 ( ＲＥＮ )、 农学利用效率 ( ＡＥＮ ) 和偏生产力

(ＰＦＰＮ) 结果表明 (表 ３)ꎬ Ｎ３７、 Ｎ３４３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处理 ＲＥＮ、 ＡＥＮ 和 ＰＦＰＮ 均显著高于 Ｎ１０

处理 (Ｐ < ０ ０５)ꎬ 其中ꎬ Ｎ３４３处理 ＲＥＮ、 ＡＥＮ 和 ＰＦＰＮ 最高ꎬ 其次为 Ｎ３４１ ５１ ５处理ꎬ Ｎ３７处

理的 ＲＥＮ、 ＡＥＮ 和 ＰＦＰＮ 最低ꎮ

表 ３　 不同施氮处理玉米产量和氮效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籽粒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氮收获指数
ＨＩ

(％ )

氮素当季回收率
ＲＥＮ

(％ )

氮素农学利用率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氮素偏生产力
ＰＦＰＮ

(ｋｇ / ｋｇ)
Ｎ０ ８ ４３０ ｄ ５２ ６ ｂ
Ｎ１０ ９ ７６８ ｃ ５６ ４ ｃ １２ ６ ｂ ６ ７ ｃ ４８ ８ ｃ
Ｎ３７ １１ ０７９ ｂ ５９ ６ ａ ３０ １ ａ １３ ２ ｂ ５５ ４ ｂ
Ｎ３４３ １１ ７６７ ａ ６１ ７ ａ ３３ ９ ａ １６ ７ ａ ５８ ８ ａ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１１ ４０３ ａｂ ５９ ７ ａ ３１ ９ ａ １４ ４ ａｂ ５６ ５ ａｂ

　 　 注: 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

Ｎｏ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 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２　 氮肥运筹对玉米养分吸收的影响

不同施氮处理玉米养分吸收动态变化结果表明 (表 ４)ꎬ 苗期至拔节期ꎬ 玉米生长缓慢ꎬ 氮、
磷、 钾吸收量也较少ꎬ 拔节至灌浆期ꎬ 玉米生长加快ꎬ 氮、 磷、 钾吸收量迅速增加ꎬ 灌浆期至成

熟期ꎬ 作物体内的养分主要是进行转运分配ꎬ 养分的累积量趋于平缓ꎮ 表 ４ 还表明ꎬ 苗期各处理

玉米氮、 磷、 钾吸收量差异不显著 (Ｐ < ０ ０５)ꎬ 拔节期后 Ｎ３７、 Ｎ３４３ 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处理氮、
磷、 钾吸收总量均显著的高于 Ｎ１０处理 (Ｐ < ０ ０５)ꎮ Ｎ３７、 Ｎ３４３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三个处理的氮、
磷、 钾吸收总量在苗期至抽雄期差异不显著 (Ｐ < ０ ０５)ꎬ 灌浆期至成熟期 Ｎ３４３ 处理氮、 磷、
钾吸收量高于 Ｎ３７处理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处理ꎬ 其中氮、 磷吸收量与 Ｎ３７处理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表明 ７０％ 氮肥全部后移至拔节期施入ꎬ 满足不了玉米生育后期 (灌浆至成熟期) 对氮素

的需求ꎬ 从而导致灌浆期和成熟期氮、 磷、 钾养分吸收量下降ꎮ 将 ４０％ 氮肥与 ３０％ 氮肥分别后

移至拔节期和抽雄期追施可在不降低苗期至抽雄期养分吸收量的同时ꎬ 提高灌浆期至成熟期氮、
磷、 钾吸收总量ꎮ 而将氮肥后移至灌浆期 (为总施氮量的 １５％ ) 则会造成氮、 磷、 钾吸收量的

下降ꎬ 但减少程度不显著ꎮ

表 ４　 不同施氮处理玉米生育期养分吸收动态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单位: ｋｇ / ｈｍ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大口期
Ｂｅｌｌｉｎｇ

抽雄期
Ｔａｓｓｅｌｌｉｎｇ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Ｎ Ｐ Ｋ Ｎ Ｐ Ｋ Ｎ Ｐ Ｋ Ｎ Ｐ Ｋ Ｎ Ｐ Ｋ Ｎ Ｐ Ｋ
Ｎ０ ２ ８ａ ０ ３ ａ ２ ４ ａ ３３ ０ｃ ４ ７ｃ ２９ ９ｃ ８４ ０ｃ ９ ４ｃ ８４ ７ｃ ９６ ５ｃ １１ ７ｃ １０７ ０ｃ １１４ ３ｄ ２１ ０ｄ １２２ ８ｄ １２５ ３ｄ ２６ ６ｄ １１５ １ｃ
Ｎ１０ ２ ７ａ ０ ３ ａ ２ ４ ａ ３７ ７ｂ ５ ５ｂ ３７ ０ｂ ９３ ３ｂ １０ ７ｂ １００ ２ｂ １１１ ０ｂ １４ １ｂ １３０ １ｂ １３４ ５ｃ ２６ １ｃ １４２ １ｃ １５０ ５ｃ ３１ ６ｃ １３７ １ｂ
Ｎ３７ ２ ９ａ ０ ３ ａ ２ ５ ａ ４７ ５ａ ６ ８ａ ４４ ２ａ １２２ ３ａ １３ ８ａ １１５ ０ａ １３８ ３ａ １８ １ａ １５０ ６ａ １６３ ９ｂ ３０ ２ｂ １５８ ７ｂ １８５ ２ｂ ３５ ８ｂ １５３ ９ａ
Ｎ３４３ ２ ９ａ ０ ２ ａ ２ ６ ａ ４５ ４ａ ６ ５ａ ４０ ９ａ １２１ ９ａ １３ ６ａ １１１ ６ａ １３８ １ａ １７ ９ａ １５３ １ａ １７２ ５ａ ３３ ６ａ １６７ １ａ １９５ １ａ ３９ ２ａ １５８ ５ａ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３ ０ａ ０ ３ ａ ２ ７ ａ ５０ ０ａ ６ ８ａ ４１ ４ａ １２１ ７ａ １３ ７ａ １１１ ３ａ １３６ ７ａ １７ ４ａ １５１ ９ａ １６８ ８ａｂ ３２ ３ａ １６６ ９ａ １９１ ４ａｂ ３７ ７ａｂ １５７ 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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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表 ５)ꎬ 不同施氮比例下ꎬ 玉米各生育时期氮、 磷、 钾的吸收量均存在

显著或极显著的正向相关性ꎮ 并随着生育进程的推进相关性增加ꎬ 其中灌浆期氮与磷、 钾的相关

系数最大ꎮ 表 ５ 还表明ꎬ 除苗期外ꎬ 其他生育期玉米氮、 磷、 钾吸收量与产量间也具有极显著的

正相关性ꎬ 且氮、 磷、 钾与产量间相关性最大时期均为灌浆期ꎮ

表 ５　 玉米养分积累间及产量与养分积累的相关性 (ｎ ＝１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

项目
Ｉｔｅｍ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大口期
Ｂｅｌｌｉｎｇ

抽雄期
Ｔａｓｓｅｌｌｉｎｇ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Ｎ 积累量 Ｐ 积累量 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６６２∗ ０ ７１６∗∗ ０ ８３４∗∗ ０ ８８０∗∗ ０ ９３４∗∗ ０ ８８９∗∗

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 积累量 Ｋ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６１７∗ ０ ７８０∗∗ ０ ８８４∗∗ ０ ９１９∗∗ ０ ９６３∗∗ ０ ９４０∗∗

Ｎ 积累量 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３５９ ０ ９０７∗∗ ０ ９７３∗∗ ０ ９６５∗∗ ０ ９７６∗∗ ０ ９６３∗∗

产量 Ｐ 积累量 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６３ ０ ８６２∗∗ ０ ８４６∗∗ ０ ９０３∗∗ ０ ９０７∗∗ ０ ８２８∗∗

Ｙｉｅｌｄ Ｋ 积累量 Ｋ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５１４ ０ ８１１∗∗ ０ ８９８∗∗ ０ ９３１∗∗ ０ ９７０∗∗ ０ ９６６∗∗

２ ３　 氮肥运筹对玉米氮、 磷、 钾养分转运及分配的影响

２ ３ １　 氮、 磷、 钾养分的转运

抽雄期营养体氮、 磷、 钾对籽粒养分的贡献结果表明 (表 ６)ꎬ 不同施氮比例对抽雄期营养

体氮、 磷、 钾的转运和籽粒养分增加量影响显著ꎬ 其中一次性施氮处理氮、 磷、 钾转运量、 转运

率和穗部养分增加量最低ꎬ 其中转运量和籽粒养分增加量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Ｎ３７、
Ｎ３４３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三个处理相比ꎬ 氮、 磷、 钾转运量、 转运率和养分贡献率差异均不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而籽粒养分增加量以 Ｎ３４３ 处理最高ꎬ 较 Ｎ３７ 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处理分别提高了

１０ １％ 、 １１ ４％ 、 ８ ３％ 和 ６ ６％ 、 ５ ２％ 、 ６ ０％ ꎮ 其中ꎬ Ｎ３４３处理籽粒养分增加量与 Ｎ３７处理

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表明相对于一次性施氮ꎬ 氮肥后移可促进玉米营养体氮、 磷、
钾养分向籽粒的转运ꎬ 使转运率、 籽粒养分增加量显著提高ꎬ 将 ４０％ 氮肥与 ３０％ 氮肥分别后移

至拔节期和抽雄期追施可在不降低氮、 磷钾转运的同时ꎬ 显著提高籽粒养分增加量ꎮ 而将一定比

例氮肥移至灌浆期 (为总施氮量的 １５％ ) 施用ꎬ 会使籽粒养分增加量下降ꎬ 但下降程度不显著ꎮ

表 ６　 不同处理抽雄至成熟期氮、 磷、 钾的转运

Ｔａｂｌｅ ６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ａｓｓｅｌ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项目
Ｉｔｅｍ

转运量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转运率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籽粒养分增加量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ｋｇ / ｈｍ２ )

养分贡献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Ｎ０ Ｎ ３７ １０ ｃ ３８ ４０ ｂ ６５ ９７ ｄ ５６ ２４ ａ
Ｎ１０ ４５ ３５ ｂ ４０ ８６ ａｂ ８４ ８７ ｃ ５３ ３８ ａ
Ｎ３７ ６３ ４５ ａ ４５ ８９ ａ １１０ ３７ ｂ ５７ ４４ ａ
Ｎ３４３ ６２ ７９ ａ ４５ ４４ ａ １２１ ４８ ａ ５１ ６１ ａ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５９ ２２ ａ ４３ ２９ ａｂ １１４ ８６ ａｂ ５１ ５４ ａ
Ｎ０ Ｐ ８ ０２ ｂ ６８ ２１ ａ ２２ ９１ ｄ ３５ ０１ ｂ
Ｎ１０ ９ ３０ ｂ ６６ ０７ ａ ２６ ６０ ｃ ３４ ９６ ｂ
Ｎ３７ １２ ７４ ａ ７０ ４８ ａ ３０ ４９ ｂ ４１ ６５ ａ
Ｎ３４３ １２ ５９ ａ ７０ ４７ ａ ３３ ９６ ａ ３６ ８１ 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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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项目
Ｉｔｅｍ

转运量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转运率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籽粒养分增加量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ｋｇ / ｈｍ２ )

养分贡献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１１ ９１ ａ ６８ ４７ ａ ３２ ２７ ａｂ ３６ ８８ ａｂ
Ｎ０ Ｋ ２７ ９４ ｃ ２６ ０１ ａ ３６ ０３ ｄ ７７ ４４ ｂｃ
Ｎ１０ ３５ ７２ ｂ ２７ ４３ ａ ４２ ８１ ｃ ８３ ３９ ｂ
Ｎ３７ ４８ ０３ ａ ３１ ４５ ａ ４８ ５２ ｂ ９６ ９３ ａ
Ｎ３４３ ４７ １０ ａ ３０ ７１ ａ ５２ ５６ ａ ８９ ６１ ａｂ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４４ ３０ ａ ２９ １４ ａ ４９ ５８ ａｂ ８９ ３５ ａｂ

２ ３ ２　 玉米不同器官氮、 磷、 钾的分配

图 １ 表明ꎬ 不同施氮比例对不同器官养分积累量存在显著差异ꎬ 其中ꎬ Ｎ１０处理秸秆和籽粒

氮、 磷、 钾积累量均为最低ꎬ 与 Ｎ３７、 Ｎ３４３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处理相比ꎬ 氮、 磷、 钾积累总量差异

均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Ｎ３７、 Ｎ３４３和 Ｎ３４１ ５１ ５三个处理相比ꎬ 秸秆氮、 磷、 钾养分积累

量差异均不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而籽粒养分积累量以 Ｎ３:４:３ 处理最高ꎬ 其次为 Ｎ３４１ ５１ ５ 处理ꎬ
Ｎ３７处理养分积累量最低ꎬ 且与 Ｎ３７处理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表明不同施氮比例对氮、
磷、 钾养分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分配具有调控作用ꎬ 相对于 ７０％ 氮肥后移拔节期施入ꎬ 将

４０％ 氮肥与 ３０％ 氮肥分别后移至拔节期和抽雄期追施ꎬ 有利于籽粒中养分的吸收ꎬ 使籽粒养分

积累量显著增加ꎮ

图 １　 玉米成熟期氮、 磷、 钾养分分配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３　 讨论

氮素是玉米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大量营养元素之一ꎬ 其运筹方式是影响氮肥利用率和玉米产量

的首要因素ꎬ 大量研究表明ꎬ 氮素合理运筹可显著提高玉米产量和氮肥利用率[１２￣１４] ꎮ 本研究表

明ꎬ 相对于一次性施肥ꎬ 氮肥后移可显著提高玉米产量和肥料利用效率ꎬ 其中ꎬ 基肥拔节期
抽雄期为 ３４３ 氮肥运筹方式产量最高ꎬ 相对应的氮素利用效率也最高ꎮ 由此可见ꎬ 肥料运筹

不当、 养分释放和吸收不同步是玉米产量氮素利用率低下的主要原因ꎮ 氮肥后移注重拔节期和抽

雄期二个时期ꎬ 可在满足玉米营养生长对氮素需求的前提下ꎬ 提高玉米生殖生长阶段对养分的供

应ꎬ 使玉米雌穗增大和粒数的增加ꎬ 玉米灌浆充分ꎬ 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产量和利用率ꎮ
玉米体内养分作为干物质和产量形成的基础ꎬ 受施氮影响显著ꎬ 吴迪等[１５] 研究表明ꎬ 氮肥

能促进玉米对磷与钾的吸收ꎮ 赵营等[１６]也证实了玉米在吸收氮、 磷、 钾营养元素时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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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性ꎮ 本研究发现ꎬ 施氮可显著增加玉米氮、 磷、 钾吸收量ꎬ 且各生育时期氮、 磷、 钾吸收

间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性 (０ ６１７∗∗~ ０ ９６３∗∗ )ꎬ 并随着生育进程的推进相关性增加ꎮ 其

中氮、 磷、 钾吸收间相关性最大时期出现在灌浆期ꎬ 说明玉米体内氮与磷、 钾存在正交互作用ꎬ
其中灌浆期交互作用最大ꎮ 此外ꎬ 除苗期外ꎬ 玉米其他生育期玉米氮、 磷、 钾吸收量与产量间也

具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性 (０ ７２６∗∗ ~ ０ ９４９∗∗ )ꎬ 其中相关性最大出现时期均发生在灌浆期

(０ ９０７∗∗~ ０ ９７０∗∗)ꎬ 本研究中ꎬ 基肥拔节期抽雄期为 ３０％ ４０％ ３０％ 氮肥运筹方式下灌

浆期氮、 磷、 钾积累量最高ꎬ 同时获得的玉米产量也最高ꎬ 由此可见ꎬ 氮肥调控能否提高玉米灌

浆期氮、 磷、 钾养分吸收ꎬ 对产量影响十分重要ꎮ
作物生长发育的调节及产量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物器官内氮、 磷、 钾吸收与转运关系

协调的结果[１７] ꎬ 是能否实现作物高产的关键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 籽粒受植株的影响ꎬ 养分不足或

过量直接影响养分向籽粒中的转运及分配ꎬ 进而影响作物产量[１８￣２２] ꎮ 在本研究中ꎬ 相对于一次

性施氮ꎬ 氮肥后移可显著提高氮、 磷、 钾养分转运量、 转运率和籽粒养分增加量ꎮ 而基肥拔节

期抽雄期为 ３４３ 氮肥运筹方式在提高转运量和转运率的同时显著增加了籽粒养分增加量ꎬ
可见ꎬ 由于玉米抽雄期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旺盛的并进阶段ꎬ 是玉米一生中生长发育最快ꎬ 对

养分要求最多的时期ꎬ 因此在此时期追施氮肥可增加玉米 “源 (营养体)” 氮素储备量ꎬ 使其在

灌浆至成熟阶段能有效的输入到籽粒中ꎮ 而成熟期各器官养分积累量也证明了这一点ꎬ 基肥拔

节期抽雄期为 ３４３ 氮肥运筹方式籽粒氮、 磷、 钾积累量最高ꎮ 由此可见ꎬ 适宜的氮肥运筹

方式有利于提高营养体养分向籽粒的转运量和转运率ꎬ 并能提高籽粒养分增加量ꎬ 使收获期籽粒

中养分积累量所占整个植株比例提高ꎬ 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产量ꎮ

４　 结论

在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ꎬ 玉米各生育期氮、 磷、 钾吸收量存在协同性ꎬ 且与产量存在极显著

的正相关性ꎮ 适宜的氮肥运筹方式可以增加玉米氮、 磷、 钾的吸收与积累ꎬ 提高玉米的抽雄期至

成熟期植株运转量ꎬ 提高籽粒养分增加量ꎬ 使玉米获得高产ꎮ 因此ꎬ 综合产量、 养分吸收、 转运

与分配、 氮肥利用率衡等因素ꎬ 在本试验条件下ꎬ 施氮量为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基肥拔节期抽雄期

为 ３４３ 为最佳运筹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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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氮肥的响应∗

陶静静∗∗ꎬ 张　 博ꎬ 熊世武ꎬ 王海标ꎬ 王宜伦∗∗∗ꎬ 谭金芳∗∗∗

(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 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ꎬ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 为探究不同氮效率品种夏玉米间作的氮肥增产效果ꎬ 采用田间试验研究了不同施氮水平下ꎬ 不同氮效

率品种夏玉米间作种植模式对夏玉米产量、 氮素积累量、 地上部生物量、 光合特性及氮肥利用效率的影响ꎮ 结

果表明ꎬ 不施氮水平下ꎬ 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间作较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单作产量分别增加 ８ ８２％ 和 ６ ３４％ ꎬ 吐

丝期净光合速率分别增加 ４７ ６８％ 和 ３０ ８９％ ꎻ 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水平下ꎬ 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间作较郑单 ９５８ 和浚

单 ２０ 单作产量分别增加 ７ １９％ 和 ５ ８８％ ꎬ 吐丝期净光合速率分别增加 ２７ ３１％ 和 ２２ １６％ ꎻ 施氮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水

平下ꎬ 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间作较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单作产量分别增加 ６ ５３％ 和 ５ ３１％ ꎬ 吐丝期净光合速率增

加 １９ ２０％ 和 ７ ４３％ ꎮ 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间作提高了夏玉米氮素积累量ꎬ 氮肥利用率提高了 ３ １０ ~ ３ ４７ 个百分

点ꎬ 氮肥农学效率提高了 １ ０８ ~ ２ ６４ ｋｇ / ｋｇꎻ 综合考虑产量和氮肥利用效率ꎬ 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间作在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水平下效果较好ꎮ
关键词: 夏玉米ꎻ 间作ꎻ 产量ꎻ 氮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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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２￣５] ꎮ 肥料是作物的粮食ꎬ 施肥为作物提供足够的养分是提高

单产的关键[６] ꎮ 氮素是夏玉米需求量和吸收量最多的营养元素ꎬ 对玉米的生长发育、 产量和品

质等均极为重要[７￣９] ꎮ 施用氮肥是提高夏玉米的主要技术措施ꎬ 目前生产中普遍主施氮肥ꎬ 实际

施氮量已远远超过最佳经济施肥量[１０￣１１] ꎬ 造成资源浪费ꎮ 间作、 套作是一种能集约利用光、 热、
肥、 水等自然资源的种植方式ꎬ 可以实现土地、 养分和水热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集约化利

用[１２￣１４] ꎮ 已有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表明ꎬ 合理的作物间作、 混作可以通过协调作物间的竞争与

互补关系ꎬ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ꎬ 减少病虫害ꎬ 提高作物群体产量和整体经济效益[１５￣１９] ꎮ
近年来ꎬ 在不同施氮水平对夏玉米产量、 氮素利用效率、 碳氮代谢、 不同生育期光合产物的

运输、 氮磷钾积累与分配及玉米冠层的高光谱特征等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报道[２０￣２７] ꎬ 邓小燕等[２８]

研究报道了玉米 / 大豆和玉米 / 甘薯套作模式下不同分隔方式及不同供磷水平对磷素吸收特性及种

间相互作用的影响ꎬ 焦念元等[２９] 研究报道了施氮量和玉米—花生间作模式对玉米和花生产量、
生物量、 氮磷吸收与利用以及蛋白质产量的影响ꎬ 高阳等[３０] 研究报道了不同水氮处理对玉米—
大豆间作群体的光能截获、 竞争与利用的影响ꎮ 李潮海等[１５ꎬ３１] 研究报道了不同基因型夏玉米间

作的群体质量以及复合群体的生态生理效应ꎮ 但有关不同夏玉米品种间作对氮肥的响应等方面的

研究鲜见报道ꎮ
本文研究不同氮效率品种夏玉米间作对夏玉米氮素吸收利用及产量的影响ꎬ 旨在明确不同夏

玉米品种间作氮肥增产效应ꎬ 以期为合理施氮与夏玉米增产提供技术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４ 年 ６—１０ 月在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刘寨村进行ꎬ 供试土壤为黏壤质潮土ꎬ
种植模式为小麦—玉米轮作ꎮ 供试土壤有机质为 １７ ８３ ｇ / ｋｇꎬ 碱解氮为 ９８ ７９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磷为

１５ ８２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钾为 １６６ ５０ ｍｇ / ｋｇꎮ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为裂区试验设计ꎬ 主区为种植模式: 郑单 ９５８ 单作 (用 ＺＤ９５８ 表示ꎬ 下同)ꎬ 浚单 ２０
单作 (用 ＪＤ２０ 表示ꎬ 下同)ꎬ 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间作 (２２) (用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表示ꎬ 下

同)ꎻ 副区为施氮水平: Ｎ０———不施氮ꎬ Ｎ１———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Ｎ２———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各处理磷、 钾

肥水平一致ꎬ 磷肥 (Ｐ２Ｏ５)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钾肥 (Ｋ２Ｏ)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磷、 钾肥苗期一次性施入ꎬ 氮

肥 ５０％ 苗期施用ꎬ ５０％ 做大喇叭口期追肥ꎮ 小区面积 ３２ ｍ２ꎬ ３ 次重复ꎬ 随机区组排列ꎮ
供试玉米品种为浚单 ２０ 和郑单 ９５８ 两个超高产玉米品种ꎬ 种植密度为 ６７ ５００株 / ｈｍ２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播种ꎬ １０ 月 １ 日收获ꎮ 灌溉、 病虫草害防治等其他田间管理措施同当地农民习惯

一致ꎮ
１ 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播种施肥前采集 ０ ~ ３０ ｃｍ 基础土壤样品ꎬ 常规方法测定土壤养分ꎮ 在玉米的关键时期 (大

喇叭口期、 吐丝期、 灌浆期) 测定各小区夏玉米叶片的 ＳＰＡＤ 值 (前期取玉米植株的最新完全展

开叶ꎬ 抽穗后取植株穗位叶)ꎬ 用日本产 ＳＰＡＤ５０２ 测定ꎬ 每个小区测 ２０ 片同一位置的叶片ꎬ 取

平均值ꎮ
成熟期ꎬ 每个小区收获 ３０ 穗玉米ꎬ 装入尼龙网袋ꎬ 晒干称重ꎬ 以含水量 １４％ 折算作为小区

产量ꎬ 另取 １０ 穗玉米进行考种ꎬ 调查穗长、 穗行数、 穗粒数和千粒重等ꎮ 收获时采集各小区代

表性植株样品 ２ 株ꎬ 在 １０５℃烘箱中杀青 １５ ｍｉｎꎬ 然后在 ６５℃下烘干至恒重ꎬ 用天平称重ꎬ 测定

植株的干物重ꎬ 常规方法测定植株和籽粒的养分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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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玉米吐丝期和灌浆期ꎬ 在晴朗的上午用 ＬＩ￣６４００ 型便携光合仪测定夏玉米叶片光合指标ꎬ
每小区选取代表性植株 ３ 株测定其穗位叶ꎬ 求平均值ꎮ
１ ４　 相关指标计算

氮素积累量 (ｋｇ / ｈｍ２) ＝ 非收获物干重 × 非收获物养分含量 ＋ 收获物干重 × 收获物养分含量

氮肥利用率 (％ ) ＝ (施氮肥区植株地上部氮素积累量 － 不施氮肥区植株地上部氮素积累

量) / 施氮肥量 × １００
氮肥农学效率 (ｋｇ / ｋｇ) ＝ (施氮肥区产量 － 不施氮肥区产量) / 施氮肥量

１ ５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ＤＰＳ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

由表 １ 可知ꎬ 不同氮水平处理下ꎬ 两个品种间作产量均显著高于单作ꎮ Ｎ０ 水平下ꎬ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较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 分别增产 ８ ８２％ 和 ６ ３４％ ꎻ Ｎ１ 和 Ｎ２ 水平下分别增产 ７ １９％ 、
５ ８８％ 和 ６ ５３％ 、 ５ ３１％ ꎮ 间作可协同提高穗粒数和千粒重而增加产量ꎮ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下ꎬ Ｎ１

和 Ｎ２ 分别增产 ９ ５５％ 和 １１ ２２％ ꎻ 穗粒数和千粒重分别增加了 ２ ２３％ 、 ８ ０１％ 和 ８ ７４％ 、
７ ３１％ ꎮ 说明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的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即可达到较高产量ꎮ

表 １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穗粒数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ｐｅｒ ｅａｒ

千粒重
１ ０００￣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ｇ)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增产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 )

ＺＤ９５８ ５０４ ４７ｂ ２６９ ５６ａ ７ ９３３ ３０ｂ
Ｎ０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５４９ ６２ａ (ｂ) ２５９ ５２ａ (ｂ) ８６ ３２ ７２ａ (ａ)

ＪＤ２０ ５６５ ３０ａ ２５３ ０４ａ ８ １１７ ８４ａｂ
ＺＤ９５８ ５５９ １８ａ ２８７ ６１ａ ８ ８２２ ８５ａ １１ ２１

Ｎ１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５６１ ９０ａ (ｂ) ２８２ ２１ａ (ａ) ９ ４５７ １０ａ (ａ) ９ ５５
ＪＤ２０ ５５８ ３２ａ ２８１ ９５ａ ８ ９３２ ２２ａ １０ ０３

ＺＤ９５８ ５５８ ８８ａ ２９１ １９ａ ９ ０１３ ４０ａ １３ ６１
Ｎ２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５９３ ６７ａ (ａ) ２７８ ４８ａ (ａ) ９ ６０１ ６６ａ (ａ) １１ ２２

ＪＤ２０ ５６６ ８２ａ ２８５ ２１ａ ９ １１７ ６６ａ １２ ３２

　 　 注: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同一氮水平下不同种植模式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ꎬ 括号内不同字母表示间作种植模

式下不同氮水平间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 ２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氮素养分积累量的影响

由图 １ 可知ꎬ 在 Ｎ０ 和 Ｎ１ 水平下 ＺＤ９５８ 的氮素养分积累量均高于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和 ＪＤ２０ꎻ 在

Ｎ２ 水平下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氮素养分积累量均高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ꎬ 分别增加 ７ １１％ 和 ７ ４４％ ꎬ
但差异不显著ꎮ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下ꎬ 施氮对夏玉米氮素养分的积累有显著的增加作用ꎬ Ｎ１ 水平和

Ｎ２ 水平分别增加 １９ ４６％ 和 ８ ９２％ ꎮ 这说明低氮水平有利于 ＺＤ９５８ 的氮素养分积累量的增加ꎬ
而在高氮水平下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氮素养分积累量较高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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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夏玉米不同品种间作对氮素养分积累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ｎ 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３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 ＳＰＡＤ 值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ꎬ 各施氮水平下ꎬ 在夏玉米生长的大喇口期、 吐丝期和灌浆期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ＳＰＡＤ 值均大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ꎬ 其中 Ｎ０ 水平下ꎬ 大喇口期和吐丝期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 ＳＰＡＤ 值均

达到显著水平ꎻ Ｎ１ 水平下ꎬ 在灌浆期 ＺＤ９５８ ││ ＪＤ２０ 显著高于 ＪＤ２０ꎮ Ｎ２ 水平下在吐丝期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显著高于 ＪＤ２０ꎮ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下增施氮肥ꎬ 对夏玉米生长的大喇口期、 吐丝期

和灌浆期的 ＳＰＡＤ 值均有显著增加作用ꎮ 这说明不同施氮水平下ꎬ ＳＰＡＤ 值均是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效果较好ꎮ

表 ２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 ＳＰＡＤ 值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ｎ ＳＰＡＤ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大喇叭口期
Ｌａｒｇｅ ｂｅｌｌ ｓｔａｇｅ

吐丝期
Ｓｉｌｋ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ＺＤ９５８ ５１ ５０ｂ ５５ ６０ｂ ５５ ０３ａ
Ｎ０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５２ ７０ａ (ｃ) ５６ ４３ａ (ｃ) ５６ ３０ａ (ｃ)

ＪＤ２０ ５１ ３７ｂ ５５ ６３ｂ ５４ ７０ａ
ＺＤ９５８ ５４ ９０ａ ５８ ３７ａ ５８ ９０ａ

Ｎ１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５４ ６３ａ (ｂ) ５９ １３ａ (ｂ) ５８ ９７ａ (ｂ)
ＪＤ２０ ５４ ８３ａ ５８ ６３ａ ５７ ９７ｂ

ＺＤ９５８ ５５ ７３ａ ５９ ７３ａｂ ５９ ６３ａ
Ｎ２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５５ ７３ａ (ａ) ６０ ３３ａ (ａ) ６０ ４７ａ (ａ)

ＪＤ２０ ５５ ６０ａ ５９ ３７ｂ ６０ ９７ａ

２ ４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光合速率的影响

光合速率的强度决定了光合产物积累的速度ꎬ 由表 ３ 可以看出ꎬ 在吐丝期ꎬ 不同施氮水平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净光合速率均显著高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ꎮ Ｎ０ 水平下ꎬ 吐丝期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净

５４

第 １ 章　 粮食作物养分管理



光合速率较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 单作分别增加 ４７ ６８％ 和 ３０ ８９％ ꎻ Ｎ１ 和 Ｎ２ 水平下分别增加 ２７ ３１％ 、
２２ １６％ 和 １９ ２０％ 、 ７ ４３％ ꎮ 灌浆期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净光合速率高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ꎬ 但差异

不显著ꎻ 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在吐丝期和灌浆期对气孔导度、 细胞间隙 ＣＯ２ 浓度和蒸腾速率有一

定影响ꎬ 但不显著ꎮ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下ꎬ 夏玉米净光合速率和气孔导度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ꎬ 且

均随生育期的推进而降低ꎮ 吐丝期和灌浆期的玉米净光合速率有显著的增加ꎬ 吐丝期 Ｎ１ 水平和

Ｎ２ 水平分别增加 ３１ ９０％ 和 ５０ ７４％ ꎻ 灌浆期 Ｎ１ 和 Ｎ２ 水平下分别增加 １４ ２０％ 和 ２６ ２２％ ꎮ Ｎ１

和 Ｎ２ 水平下吐丝期和灌浆期两个品种间作种植模式的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均比 Ｎ０ 水平有显著增

加ꎬ 对细胞间隙 ＣＯ２ 浓度有一定影响ꎬ 但不显著ꎮ 说明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下适量施氮即可达到较高

的净光合速率ꎮ

表 ３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光合速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

生育时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净光合速率
Ｐｎ [μｍｏｌ /
(ｍ２ ｓ)]

气孔导度
Ｇｓ [ｍｏｌ /
(ｍ２ ｓ)]

细胞间隙
ＣＯ２ 浓度 Ｃｉ

(μｍｏｌ / ｍｏｌ)

蒸腾速率
Ｔｒ [ｍｍｏｌ /
(ｍ２ ｓ)]

ＺＤ９５８ １３ ９１ｂ ０ ０８ｂ ５６ ６９ａ １ ９６ｂ
Ｎ０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２０ ５４ａ (ｃ) ０ １７ａ (ｂ) ９８ ８１ａ (ａ) ３ ３６ａ (ｂ)

ＪＤ２０ １５ ６９ｂ ０ １０ａｂ ６１ ３２ａ ２ ２３ａｂ
ＺＤ９５８ ２１ ２８ｂ ０ １８ａ ９７ ３３ａ ３ ７９ａ

吐丝期 Ｎ１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２７ ０９ａ (ｂ) ０ ２０ａ (ａｂ) ８２ ２５ａ (ａ) ４ ２３ａ (ａｂ)
Ｓｉｌｋ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ＪＤ２０ ２２ １７ｂ ０ １３ａ ４５ ４７ａ ２ ９６ａ

ＺＤ９５８ ２５ ９７ｃ ０ １７ａ ６０ １９ｂ ４ １４ａ
Ｎ２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３０ ９６ａ (ａ) ０ ３０ａ (ａ) １１４ ０２ａｂ (ａ) ５ ４４ａ (ａ)

ＪＤ２０ ２８ ８１ｂ ０ ３２ａ １５４ ８４ａ ６ １５ａ
ＺＤ９５８ １６ ０９ｂ ０ １２ａ １２１ ８８ａ ２ ６６ａ

Ｎ０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２０ ３６ａ (ｃ) ０ １７ａ (ｂ) １３３ ０１ａ (ａ) ３ ３３ａ (ｂ)
ＪＤ２０ １９ ０８ａ ０ １４ａ １０１ ６５ａ ３ ２７ａ

ＺＤ９５８ ２２ １０ａ ０ ２１ｂ １４３ ２６ａ ３ ９３ａ
灌浆期 Ｎ１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２３ ２５ａ (ｂ) ０ ２５ａｂ (ａｂ) １７３ ３３ａ (ａ) ４ ８６ａ (ａ)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ＪＤ２０ ２２ ０６ａ ０ ３２ａ ２１５ １７ａ ５ ０５ａ
ＺＤ９５８ ２４ ８６ａ ０ １９ａ ９７ ２５ａ ４ ２３ａ

Ｎ２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２５ ６９ａ (ａ) ０ ２７ａ (ａ) １６９ ２７ａ (ａ) ４ ８１ａ (ａ)
ＪＤ２０ ２５ ６２ａ ０ ２５ａ １４５ １４ａ ４ ００ａ

２ ５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地上部生物量的影响

由图 ２ 可以看出ꎬ 在 Ｎ０ 和 Ｎ１ 水平下ꎬ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地上部生物量较 ＪＤ２０ 均显著增加ꎻ
在 Ｎ１ 和 Ｎ２ 水平下ꎬ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地上部生物量均高于 ＺＤ９５８ꎬ 但差异不显著ꎮ 在 Ｎ１ 水平

下ꎬ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较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 分别增加了 ２ ７６％ 、 １０ ４７％ ꎮ 在 Ｎ２ 水平下ꎬ ＺＤ９５８ ││
ＪＤ２０ 的地上部生物量均高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ꎬ 但差异不显著ꎬ 较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 分别增加了

０ ２１％ 和 ６ ４１％ ꎮ 在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下ꎬ 施氮对地上部生物量有增加作用ꎬ 在 Ｎ１ 和 Ｎ２ 水平下地

上部生物量分别增加了 １３ ２３％ 和 １５ １９％ ꎬ 但 Ｎ１ 和 Ｎ２ 水平间没有显著差异ꎮ 这说明在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下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即可达到较高的生物量ꎮ
２ ６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氮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由表 ４ 可知ꎬ Ｎ１ 水平下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氮肥利用率较 ＪＤ２０ 提高了 ３ １０ 个百分点ꎬ 而低于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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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Ｄ９５８ꎻ Ｎ２ 水平下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氮肥利用率较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 分别提高了 ３ ３２ 和 ３ ４７ 个百分

点ꎮ Ｎ１、 Ｎ２ 水平下ꎬ ＺＤ９５８ ││ ＪＤ２０ 的氮肥农学效率较 ＺＤ９５８ 分别提高了 ２ ６４ ｋｇ / ｋｇ、
１ ３１ ｋｇ / ｋｇꎬ 较 ＪＤ２０ 分别提高了 ２ １９ ｋｇ / ｋｇ、 １ ０８ ｋｇ / ｋｇꎮ 在低氮水平下ꎬ ＺＤ９５８ 氮肥利用率较

高ꎬ 而在高氮水平下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氮肥利用率较高ꎬ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在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氮肥农

学效率最高ꎮ

图 ２　 夏玉米不同品种间作对地上部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表 ４　 不同品种夏玉米间作对氮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氮肥利用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 (％ )

氮肥农学效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 (ｋｇ / ｋｇ)

　 ＺＤ９５８ １８ ９ ３ ７１
Ｎ１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１３ ５７ (２５ ０６) ６ ３５ (５ ５８)
　 ＪＤ２０ ２１ ９６ ３ ３９
　 ＺＤ９５８ ８ ０３ ２ ４０
Ｎ２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１１ ３５ (１７ ４８) ３ ７１ (３ ３０)

ＪＤ２０ １４ ０１ ２ ２２

　 　 注: 括号内为间作种植模式较浚单 ２０ 单作下的氮肥利用率和农学效率ꎬ 括号外为间作种植模式较郑单 ９５８
单作下的氮肥利用率和农学效率

Ｎｏｔ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Ｊｕｎｄａｎ ２０
ｍｏ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Ｚｈｅｎｇｄａｎ ９５８ ｍｏ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ｕｔ ｏｆ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３　 讨论

在适宜的种植模式和管理条件下ꎬ 玉米产量的提高取决于穗粒数的增加和千粒重的提高[３２] ꎬ
在一定施氮范围内ꎬ 玉米产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３３] ꎻ 史振声等[３４] 研究表明玉米不同品种

的合理间作具有明显的增产作用ꎬ 穗粒数的增加幅度最大ꎬ 其次是千粒重的增加ꎮ 本试验条件

下ꎬ 不同氮水平处理下ꎬ 两个品种间作产量均显著高于单作ꎻ 不施氮水平下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较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 分别增产 ８ ８２％ 和 ６ ３４％ ꎻ 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水平下分别增产

７ １９％ 、 ５ ８８％ 和 ６ ５３％ 、 ５ ３１％ ꎮ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下ꎬ 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施氮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产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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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增加 ９ ５５％ 和 １１ ２２％ ꎻ 穗粒数和千粒重分别增加 ２ ２３％ 、 ８ ０１％ 和 ８ ７４％ 、 ７ ３１％ ꎮ
不同氮效率玉米品种间作协同增加了穗粒数和千粒重ꎬ 进而提高了产量ꎮ

不同基因型玉米合理间作ꎬ 不仅可以丰富群体遗传多样性、 优化群体结构、 增强群体抗逆

性ꎬ 而且能够有效延长优良品种的生产寿命[３１] ꎮ 施氮和有机肥可以延长干物质积累的旺盛时期ꎬ
使玉米干物质总量积累速率最大的时刻推后 １ ~ ３ ｄꎬ 增加了玉米的干物质积累量[３５] ꎮ 本试验条

件下ꎬ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在不同氮水平下的地上部生物量均大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ꎮ 光合作用是玉米进

行物质生产的基本生理过程ꎬ 适量施用氮素可以减少花后叶片中氮素的输出ꎬ 延缓叶片衰老ꎬ 维

持较高的光合速率ꎬ 为籽粒灌浆提供充足的碳水化合物[３６] ꎮ 本试验不同氮水平下ꎬ 吐丝期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净光合速率显著高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ꎬ 大喇叭口期、 吐丝期和灌浆期 ＺＤ９５８││
ＪＤ２０ ＳＰＡＤ 值均大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ꎮ 间作种植模式下ꎬ 随着施氮量的增加ꎬ 吐丝期和灌浆期的

玉米净光合速率有显著的增加ꎮ 不同氮效率玉米品种间作可能改善了群体质量和碳素营养ꎬ 提高

了光合速率ꎮ
焦念元等[２９]研究表明玉米—花生间作时ꎬ 间作玉米氮、 磷吸收量显著高于单作玉米ꎬ 间作

花生氮、 磷吸收量与单作花生差异不明显ꎮ 本研究表明ꎬ 不同氮效率品种夏玉米间作可以提高夏

玉米氮素积累量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郑单 ９５８ 为低氮高效品种ꎬ 浚单 ２０ 为高氮高效品种[２０] ꎮ 本研

究表明: 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下ꎬ ＺＤ９５８ ││ ＪＤ２０ 氮肥利用效率高于 ＪＤ２０ 而低于 ＺＤ９５８ꎻ 施氮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下ꎬ ＺＤ９５８ ││ ＪＤ２０ 氮肥利用效率均高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ꎻ 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下ꎬ ＺＤ９５８││ＪＤ２０ 的氮肥农学效率均高于 ＺＤ９５８ 和 ＪＤ２０ꎮ 不同氮效率玉米品种间作

提高了高氮水平下的夏玉米氮肥利用效率ꎮ

４　 结论

不同氮水平下ꎬ 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间作净光合速率提高了 ７ ４３％~ ４７ ６８％ ꎬ 地上部生物量

增加 ２ ７６％~ １５ １９％ ꎬ 协同增加了穗粒数和千粒重ꎬ 较单作增产 ５ ３１％~ ８ ８２％ ꎻ 郑单 ９５８ 和浚

单 ２０ 间作提高了夏玉米氮素积累量ꎬ 氮肥利用率提高了 ３ １０ ~ ３ ４７ 个百分点ꎬ 氮肥农学效率提

高了 １ ０８ ~ ２ ６４ ｋｇ / ｋｇꎻ 综合产量和氮肥利用效率ꎬ 郑单 ９５８ 和浚单 ２０ 间作在施氮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水平下效果较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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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专家系统推荐施肥对黑龙江玉米产量、
效益及氮肥农学效率的影响∗

刘双全∗∗ꎬ 李玉影１ꎬ 姬景红１ꎬ 佟玉欣１ꎬ 刘　 颖１ꎬ 张明怡１ꎬ 韩　 光１ꎬ 郑　 雨２

( １ 黑龙江省土壤环境与植物营养重点实验室ꎬ 黑龙江省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ꎬ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ꎬ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６ꎻ

２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ꎬ 沈阳　 １１０８６６)

摘　 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在黑龙江省设立了 ６６ 个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ＮＥ) 玉米推荐施肥田间验证试验ꎬ 以验证 ＮＥ
推荐施肥效果ꎬ 结果表明ꎬ 养分专家推荐施肥 (ＯＰＴＥ) 比农民习惯施肥 (ＦＰ) 和当地推荐施肥 (ＯＰＴＳ ) 能提

高玉米产量、 增加效益ꎬ 提高了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回收率ꎮ
关键词: 玉米ꎻ 产量ꎻ 效益ꎻ 农学效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ｒｎ Ｙｉｅｌｄꎬ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ｉｕ Ｓｈｕａｎｇｑｕａｎ１∗∗ꎬ Ｌｉ Ｙｕｙｉｎｇ１ꎬ Ｊｉ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１ꎬ Ｔｏｎｇ Ｙｕｘｉｎ１ꎬ
Ｌｉｕ Ｙｉｎｇ１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ｙｉ１ꎬ Ｈａｎ Ｇｕａｎｇ１ꎬ Ｚｈｅｎｇ Ｙｕ２

( １Ｔｈｅ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８６ꎬ Ｃｈｉｎａꎻ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８６６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 Ｎ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ＵＥ) ｏｆ ｃｏｒｎꎬ ６６ ｆｉｅ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ꎬ ｂｅｎｅｆｉｔꎬ ＮＵＥ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ＥＮ) ｏｆ Ｎ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ｎꎻ Ｙｉｅｌｄꎻ Ｂｅｎｅｆｉｔꎻ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黑龙江省是中国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ꎬ 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ꎮ ２０１４ 年耕地面积

１ ５８６ ６万公顷ꎬ 占全国耕地总量的 ９ ６％ ꎮ 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能力已突破 ５ ０００万吨ꎬ 跃居全国

首位ꎬ 是中国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ꎬ ２０１４ 年粮食产量 ６ ２４２ ２万吨ꎮ 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 水稻

和大豆ꎮ 其中ꎬ 玉米面积增长迅速ꎬ ２００４ 年为 ３ ２１３万亩 (１ 亩≈６６７ ｍ２ꎮ 全书同)ꎬ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９６３万亩ꎬ 增长了 ２ 倍多ꎬ 面积占全国的 １７ ９％ ꎮ ２０１４ 年黑龙江省玉米总产达到 ３ ３４３ ３万吨ꎬ
平均单产为 ６ １４６ ｋｇ / ｈｍ２ [１] ꎮ 盲目施肥是导致玉米单产不高的原因之一ꎬ 我省农民施肥中普遍存

在重氮肥ꎬ 轻磷、 钾肥及中微量元素的现象ꎬ 导致玉米产量不高、 品质下降ꎮ 因此ꎬ 开展平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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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ＩＰＮＩ 资助项目 (ＮＭＢＦ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 ２０１５)ꎻ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２０１４ＤＦＡ３１８２０)
∗∗第一作者: 刘双全ꎬ 副研究员ꎬ 硕士ꎬ 研究方向为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ꎮ Ｅ￣ｍａｉｌ: ｓｈａｎｇｑｕａｎｌｉｕ＠ １２６. ｃｏｍ



肥研究可以消除土壤养分限制因子ꎬ 为科学施肥提供理论依据ꎬ 对加快我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

省转变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在黑龙江省设立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ＮＥ) 玉米推荐施肥田间验证试验ꎬ 在不同生

态类型的玉米主产区共设立了 ６６ 个田间验证试验ꎮ 每个试验设 ７ 个处理ꎬ 小区面积 ９０ 平方米ꎮ
氮肥 ４０％ 做种肥ꎬ ６０％ 做追肥ꎬ 磷钾肥全部做种肥一次施入ꎮ 氮肥用尿素、 磷肥用重过磷酸钙、
钾肥用氯化钾ꎮ 土壤基础肥力分析见表 １ꎮ

试验处理设置如下: ＯＰＴＥ———基于 ＮＥ 推荐量ꎻ ＯＰＴＥ￣Ｎ———ＮＥ 推荐量基础上ꎬ 不施氮肥ꎻ
ＯＰＴＥ￣Ｐ———ＮＥ 推荐量基础上ꎬ 不施磷肥ꎻ ＯＰＴＥ￣Ｋ———ＮＥ 推荐量基础上ꎬ 不施钾肥ꎻ ＣＫ———不

施任何肥料ꎻ ＦＰ———农民习惯施肥ꎻ ＯＰＴＳ———基于土壤测试优化的施肥处理ꎮ

表 １　 黑龙江 ６６ 个农户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ｉｌ

特征值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有机质 ＯＭ
(％ ) ｐＨ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 Ｋ

(ｍｇ / ｋｇ)
最大值 Ｍａｘ ５ ２９ ８ ８６ ２０３ ０ １２６ １ ２４３ ０
最小值 Ｍｉｎ １ ７５ ５ ２１ ５９ ５ １４ ７ ８２ ０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３ ３８ ６ ２０ １４４ １ ５０ ４ １６８ ０
标准差 ＳＤ ０ ８６ ０ ７５ ３４ ２４ ２３ ５３ ４１ ８４

变异系数 ＣＶ (％ ) ２５ ５１ １２ １２ ２３ ７６ ４６ ６５ ２４ ９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施肥处理对玉米产量、 效益的影响

黑龙江省 ６６ 个农户试验结果表明ꎬ 推荐施肥对玉米产量和经济效益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 ２)ꎮ 与专家推荐施肥 ( ＯＰＴＥ ) 相比ꎬ 不施氮肥平均减产 ３１ １％ ꎬ 不施磷肥平均减产

１２ ２％ ꎬ 不施钾肥减产 １４ ２％ ꎬ ＣＫ 减产 ３６ ４％ ꎬ 农民习惯施肥减产 ８ ０％ ꎬ ＯＰＴＳ 减产 ２ ４％ ꎮ
不施肥玉米减产严重ꎬ 不施氮肥对产量影响最大ꎬ 其次是磷肥、 钾肥[２] ꎮ 与 ＯＰＴＥ 处理相比ꎬ 不

施氮肥平均少收入 ４ ８３３ 元 / ｈｍ２ꎻ 不施磷肥平均少收入 １ ９９８ 元 / ｈｍ２ꎻ 不施钾肥少收入

２ ０７７ 元 / ｈｍ２ꎻ 不施肥少收入 ４ ７２６元 / ｈｍ２ꎻ 农民习惯施肥比 ＯＰＴＥ 处理少收入 １ ２１７元 / ｈｍ２ꎻ 当

地推荐施肥 ＯＰＴＳ 处理平均少收入 ３６４ 元 / ｈｍ２ꎮ 专家推荐施肥比农民习惯施肥和当地推荐施肥能

提高玉米产量、 增加效益[３] ꎮ
２ ２　 氮肥农学效率及氮肥回收率分析

黑龙江省 ６６ 点次试验结果表明 (图 １)ꎬ ＯＰＴＥ、 ＦＰ、 ＯＰＴＳ 处理氮肥农学效率范围为 １０ ４ ~
２９ ３ ｋｇ / ｋｇ、 ８ ０ ~ ２５ ５ ｋｇ / ｋｇ、 ８ １ ~ ２６ ９ ｋｇ / ｋｇꎬ 平均分别为 １８ ８ ｋｇ / ｋｇ、 １４ ３ ｋｇ / ｋｇ、 １７ ４ ｋｇ / ｋｇꎮ
氮肥回收率范围为 ２５ ４％~ ４０ ８％、 １６ ９％~ ３５ ５％、 ２１ ７％~ ３８ ４％ꎬ 平均分别为 ３３ ５％、 ２５ ６％ 和

３１ ３％ꎮ 与ＦＰ 相比ꎬ ＯＰＴＥ 和ＯＰＴＳ 分别平均增加氮肥农学效率４ ５ ｋｇ / ｋｇ 和３ １ ｋｇ / ｋｇꎻ 增加氮肥回收

率 ７ ９ 个百分点和 ５ ７ 个百分点ꎮ 这说明ꎬ 无论是专家推荐施肥还是当地推荐施肥均提高了氮肥农学

效率和氮肥回收率ꎬ 以 ＯＰＴＥ 处理效果最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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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黑龙江 ６６ 个农户不同处理对玉米产量、 效益及氮肥农学效率及回收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Ｙｉｅｌｄꎬ ｐｒｏｆｉｔꎬ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平均产量
Ｍｅ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氮肥农学效率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氮肥回收率
ＲＥＮ (％ )

效益
Ｐｒｏｆｉｔ

(元 / ｈｍ２ )

ＯＰＴＥ １７４ ７ ７３ ６ ８０ ２ １０ ６９５ １８ ８ ３３ ５
ＯＰＴＥ ￣Ｎ ０ ７３ ６ ８０ ２ ７ ３７０ － ４ ８３３
ＯＰＴＥ ￣Ｐ １７４ ７ ０ ８０ ２ ９ ２２６ － １ ９９８
ＯＰＴＥ ￣Ｋ １７４ ７ ７３ ６ ０ ９ １７３ － ２ ０７７

ＣＫ ０ ０ ０ ６ ８０４ － ４ ７２６
ＦＰ １７４ ０ ６１ ６ ５１ ５ ９ ８４０ １４ ３ ２５ ６ － １ ２１７

ＯＰＴＳ １７５ ５ ６７ ２ ７０ １ １０ ４４０ １７ ３ ３１ ３ － ３６４

图 １　 三个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回收率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 ３　 玉米平衡施肥与养分循环

平衡系数可以用养分投入和养分产出的比值表示ꎮ 黑龙江省 ６６ 个农户试验结果表明ꎬ
ＯＰＴＥ、 ＦＰ 和 ＯＰＴＳ 氮的平衡系数平均分别为 ０ ８９、 ０ ９４ 和 ０ ９０ꎻ 磷的平衡系数平均分别为

１ ０４、 ０ ９４ 和 ０ ９９ꎻ 钾的平衡系数平均分别为 ０ ４６、 ０ ３３ 和 ０ ４１ꎮ 专家推荐施肥较当地推荐施

肥和农民习惯施肥在维持土壤氮磷钾平衡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ꎬ 但也尚需改进ꎮ 总体来看黑龙江

省农民习惯施肥中氮磷肥用量不同地区有高有低ꎬ 钾肥用量严重不足[４] ꎮ 专家推荐施肥中钾肥

用量较农民习惯施肥钾肥用量有所提高ꎮ

３　 结论

黑龙江省 ６６ 个农户试验结果表明ꎬ 专家推荐施肥 (ＯＰＴＥ ) 比农民习惯施肥 (ＦＰ) 和当地

推荐施肥 (ＯＰＴＳ) 能显著提高玉米产量、 增加效益ꎮ 无论是专家推荐施肥还是当地推荐施肥均

提高了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利用率ꎬ 以 ＯＰＴＥ 处理效果最佳ꎮ 与 ＦＰ 相比ꎬ ＯＰＴＥ 和 ＯＰＴＳ 平均分

别增加氮肥农学效率 ４ ５ ｋｇ / ｋｇ 和 ３ １ ｋｇ / ｋｇꎻ 增加氮肥回收率 ７ ９ 个百分点和 ５ ７ 个百分点ꎮ
专家推荐施肥较当地推荐施肥和农民习惯施肥在维持土壤氮磷钾平衡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ꎬ 但也

尚需改进ꎮ 总体来看ꎬ 黑龙江省农民习惯施肥中氮磷肥用量不同地区有高有低ꎬ 钾肥用量严重不足ꎬ
对玉米高产稳产带来了不利影响ꎮ 专家推荐施肥中钾肥用量比农民习惯施肥钾肥用量有所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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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 农民习惯施肥氮磷钾比例不合理ꎬ 尤其钾肥用量极低ꎬ 如生产上不给予重视ꎬ 将影响

土壤中养分平衡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采取专家推荐施肥措施平衡氮磷钾施用比例ꎬ 不但可以显

著增加作物产量、 提高经济效益ꎬ 还可以提高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当季回收率ꎮ 因此ꎬ 应该加强

研究ꎬ 加大宣传力度ꎬ 推广平衡施肥ꎬ 达到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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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５ 年定位试验研究华北小麦适宜施氮量∗

杨云马∗∗ꎬ 贾树龙ꎬ 孙彦铭ꎬ 贾良良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ꎬ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５１)

摘　 要: 研究华北平原麦玉连作模式下冬小麦最佳施氮量ꎮ 在河北辛集马庄试验站ꎬ 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连续 ５
年采用大田定位试验方法进行研究ꎮ 试验设不施肥 (ＣＫ)、 磷钾肥处理 (Ｐ ＋ Ｋ) 以及在施用磷钾肥基础上施用

Ｎ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Ｎ１５０)、 Ｎ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Ｎ２１０)、 Ｎ ２７０ ｋｇ / ｈｍ２ (Ｎ２７０) 共 ５ 个处理ꎬ 磷、 钾肥用量分别为 Ｐ２ Ｏ５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 Ｋ２ Ｏ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ꎬ 氮肥底施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其余氮肥在拔节期追施ꎮ ５ 年平均小麦产量结果表明ꎬ Ｎ２１０
处理小麦产量最高ꎬ 显著高于 Ｎ１５０、 Ｐ ＋ Ｋ 及 ＣＫ 处理小麦产量ꎮ Ｎ１５０、 Ｎ２１０、 Ｎ２７０ 三个处理ꎬ ５ 年平均氮肥表

观利用率分别为 ４２ １％ 、 ４１ ３％ 、 ３１ ９％ ꎬ 氮肥偏生产力分别为 ４８ ９ ｋｇ / ｋｇ、 ３７ ８ ｋｇ / ｋｇ、 ２８ ８ ｋｇ / ｋｇꎬ 氮肥农

学效率分别为 １１ ３ ｋｇ / ｋｇ、 １０ ９ ｋｇ / ｋｇ、 ７ ９ ｋｇ / ｋｇꎮ 线性加平台模型模拟结果氮肥最佳用量为 １９６ １ ｋｇ / ｈｍ２ ꎬ 相

应的小麦产量为 ７ ８５４ ｋｇ / ｈｍ２ ꎮ
关键词: 华北平原ꎻ 小麦ꎻ 施氮量ꎻ 定位试验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ｕｎｄｅｒ ５￣ｙｅａｒ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Ｙａｎｇ Ｙｕｎｍａ∗∗ꎬ Ｊｉａ Ｓｈｕｌｏｎｇꎬ Ｓｕｎ Ｙａｎｍｉｎｇꎬ Ｊｉａ 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Ｈｅｂｅ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５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ｗｈｅａｔ￣ｃｏｒｎ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ｌ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２ ａｔ Ｍａｚｈｕａ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Ｘｉｎｊｉ Ｃｉｔｙꎬ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ｓ ＣＫꎬ Ｐ ＋ Ｋꎬ Ｎ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Ｎ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Ｎ ２７０ ｋｇ / ｈｍ２ . Ｔｈｅ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Ｐ２ Ｏ５ ａｎｄ Ｋ２ Ｏ ｗｅｒｅ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ａｎｄ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ｔｈｅ Ｎ ｗ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Ｎ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Ｎ (６０ꎬ １２０ꎬ ａｎｄ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 ｕｎｄｅｒ Ｎ ２１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Ｎ １５０ꎬ Ｐ ＋ Ｋꎬ ａｎｄ Ｃ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ＮＵＥ ｗａｓ ４２ １％ ꎬ ４１ ３％ ꎬ ３１ ９％ ꎻ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４８ ９ ｋｇ / ｋｇꎬ ３７ ８ ｋｇ / ｋｇꎬ ２８ ８ ｋｇ / ｋｇꎻ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ａｓ １１ ３ ｋｇ / ｋｇꎬ １０ ９ ｋｇ / ｋｇꎬ ７ ９ ｋｇ / ｋｇ
ｆｏｒ Ｎ１５０ꎬ Ｎ２１０ꎬ Ｎ２７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９６ １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ｗａｓ ７８５４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ｌｕ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ꎻ Ｗｈｅａｔꎻ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华北地区小麦玉米轮作是最主要的种植方式ꎬ 小麦玉米如何合理施肥倍受关注ꎬ 在 “化肥

农药零增长行动”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通过我们在河北中南部调查得知ꎬ 本地区小麦施肥

习惯是小麦底施复合肥一亩地一袋 (４０ ｋｇ 或 ５０ ｋｇ)ꎬ 施入养分量与小麦专用肥的养分配比有

关ꎬ 不过一般相差不大ꎬ 养分施入量为 Ｎ １２０ ~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Ｐ２Ｏ５ １００ ~ １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Ｋ２Ｏ ３０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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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而追肥用量相差很大ꎬ 追施大部分为单质氮肥ꎬ 氮施入量在 １００ ~ ２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内变

化ꎬ 如何合理有效降低小麦追施氮的用量ꎬ 是本区域小麦 “化肥零增长” 的关键ꎮ 本文利用 ５
年定位试验结果ꎬ 深入分析了不同追施氮量对小麦产量、 氮肥利用率的影响ꎬ 以期得到本区域小

麦适宜氮肥用量ꎬ 提高氮肥利用率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在河北省辛集市马庄农场 (Ｅ １１５°１８′１０ ３３″ꎬ Ｎ ３７°４７′５６ ３７″) 进行ꎬ
试验区属季风暧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ꎮ 年平均降水量 ４８８ ２ ｍｍꎬ 其中ꎬ ６—８ 月降水量约占全

年总降水量的 ７０％ ꎮ 供试土壤为轻壤质潮土ꎬ 土壤基本理化性状见表 １ꎮ

表 １　 试验地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ｉｌ

土层
Ｌａｙｅｒ (ｃｍ)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ｃ Ｎ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ｐＨ

０ ~ ２０ １２ ２０ ０ ８０ ８４ ８０ １０ ８０ ７８ ３０ ８ ０４
２０ ~ ４０ ６ ２０ ０ ３０ ２４ ８０ ２ ３０ ３６ ３０ ８ １０

１ ２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 ５ 个处理: ＣＫꎬ 不施肥ꎻ Ｐ ＋ Ｋꎬ 只施磷、 钾肥ꎻ Ｎ１５０ꎬ 施用磷、 钾肥基础上施用

氮肥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中ꎬ 底施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追施 ６０ ｋｇ / ｈｍ２ꎻ Ｎ２１０ꎬ 施用磷、 钾肥基础上施用氮

肥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中ꎬ 底施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追施 １２０ ｋｇ / ｈｍ２ꎻ Ｎ２７０ꎬ 施用磷、 钾肥基础上施用氮肥

２７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中ꎬ 底施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追施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磷肥用量为 Ｐ２Ｏ５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钾肥用量

为 Ｋ２Ｏ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ꎮ 肥料品种选择尿素 ( Ｎ ４６％ )、 重过磷酸钙 ( Ｐ２Ｏ５ ４３％ )、 氯化钾 ( Ｋ２Ｏ
６０％ )ꎮ 全部磷钾肥以及部分氮肥底施ꎬ 在玉米秸秆粉碎后撒施于地表ꎬ 然后旋耕播种小麦ꎮ 追

施氮肥结合返青拔节期灌水时施用ꎬ 氮肥撒施于地表ꎬ 然后灌水ꎮ 小麦播种前造墒ꎬ 春后灌溉 ２
次ꎬ 分别在返青拔节期和扬花期ꎮ 小麦收获后种植玉米ꎬ 玉米为铁茬播种ꎬ 播种时施用种肥

(２０￣１０￣１３) ９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全部小区均施肥 (包括 ＣＫ 小区)ꎮ 小区大小为 ５ ｍ × ８ ｍꎬ 每个处理重

复 ３ 次ꎮ
１ ３　 采样及测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小麦收获时每个小区取样 １ ｍ２ꎬ 称重核算小麦产量和地上部生物量ꎬ 并取样

测定籽粒、 秸秆中氮含量ꎬ 以计算氮肥利用率ꎮ
样品测试方法: 土壤有机质ꎬ 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ꎻ 土壤全氮ꎬ 凯氏定氮法ꎻ 土壤碱

解氮ꎬ １ ０ ｍｏｌ / Ｌ ＮａＯＨ 碱解扩散法ꎻ 土壤速效磷ꎬ ０ ５ ｍｏｌ / Ｌ ＮａＨＣＯ３浸提—钼锑抗比色法ꎻ 土

壤速效钾ꎬ ＮＨ４ＯＡｃ 浸提—火焰光度法ꎻ 植株全氮ꎬ 凯氏定氮仪法ꎮ
利用率计算方法如下:
氮肥当季表观利用率 (ＮＵＥ) ＝ (施氮处理地上部氮吸收量 － 只施磷钾肥处理地上部氮吸

收量) / 施氮量 × １００
氮肥偏生产力 (ＰＦＰ) ＝ 施氮处理小麦籽粒产量 / 施氮量

氮肥农学效率 (ＡＥ) ＝ (施氮处理小麦产量 － 只施磷钾肥处理小麦产量) / 施氮量

籽粒收获指数 ＝ 小麦籽粒产量 / 地上部生物量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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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收获指数 ＝ 籽粒氮吸收量 / 地上部氮吸收量

试验结果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处理数据ꎬ 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 ＤＰＳ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施肥处理对小麦产量影响

连续 ５ 年小麦产量结果表明 (表 ２)ꎬ 不同施肥处理对小麦产量有显著影响ꎬ 历年平均以

Ｎ２１０ 处理小麦产量最高ꎮ 施用磷钾肥处理小麦产量显著高于 ＣＫ 对照ꎬ Ｎ１５０ 处理小麦产量显著

高于只施磷钾肥处理ꎬ Ｎ２１０ 处理小麦产量显著高于 Ｎ１５０ 处理ꎬ 而 Ｎ２７０ 处理小麦产量与 Ｎ２１０
处理与 Ｎ１５０ 处理小麦产量差异不显著ꎮ 与 ＣＫ 相比ꎬ Ｐ ＋ Ｋ 处理、 Ｎ１５０ 处理、 Ｎ２１０ 处理、 Ｎ２７０
处理的小麦产量分别提高了 １１ ８８％ 、 ４５ ３６％ 、 ５７ ３８％ 、 ５３ ９５％ ꎮ

通过历年小麦产量用线性加平台模型分析模拟ꎬ 得出以下方程: ｙ ＝ ５ ６４２ ７８ ＋ １１ ２６ｘ (０ <
ｘ < １９６ １)ꎬ ｙ ＝ ７ ８５４ (ｘ > １９６ １) (Ｒ２ ＝ ０ ６９２) (图 １)ꎬ 模拟方程求得本试验条件下的最佳施

氮量为 １９６ 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相应的小麦产量为 ７ ８５４ ｋｇ / ｈｍ２ꎮ

表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各处理小麦产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单位: ｋｇ / ｈｍ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产量平均
Ｍｅａｎｓ

ＣＫ ４ １１３ ５ ４８４ ５ ５０１ ５ １２０ ５ ００３ ５ ０４４ｄ
Ｐ ＋ Ｋ ５ １４０ ６ １９９ ６ ２３８ ５ ７７１ ４ ８６５ ５ ６４３ｃ
Ｎ１５０ ６ ６１３ ７ ３８１ ７ ９９２ ７ ５０７ ７ １６６ ７ ３３２ｂ
Ｎ２１０ ６ ７００ ８ ８５３ ８ ６７３ ７ ７１８ ７ ７４６ ７ ９３８ａ
Ｎ２７０ ６ ９４３ ８ ７０２ ７ ４４６ ７ ８２４ ７ ９０８ ７ ７６５ａｂ

图 １　 不同施氮量下小麦产量模拟

Ｆｉｇ １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２ 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收获指数影响

不同施肥处理对小麦籽粒收获指数影响不大 (表 ３)ꎬ 小麦籽粒产量占地上部生物量的

５１％~ ５３％ ꎬ 同一处理在不同年份有一定的差异ꎬ 然而不同处理之间变化不大ꎬ ＣＫ 处理和 Ｐ ＋ Ｋ
处理与施用氮肥处理间没有明显差异ꎮ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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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籽粒氮收获指数与施肥关系密切 (表 ４)ꎬ 历年平均以 Ｐ ＋ Ｋ 处理最高ꎬ ＣＫ 处理次之ꎬ
这 ２ 个处理的小麦籽粒氮收获指数显著高于其余 ３ 个施氮处理ꎮ 施氮处理间小麦籽粒氮收获指数

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呈现降低的趋势ꎮ

表 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小麦籽粒收获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平均
Ｍｅａｎ

ＣＫ ０ ４６ｂ ０ ５３ａ ０ ５６ａ ０ ５０ａ ０ ５０ａ ０ ５１ａ
Ｐ ＋ Ｋ ０ ５１ａ ０ ５１ｂ ０ ５６ａ ０ ５１ａ ０ ４９ａ ０ ５２ａ
Ｎ１５０ ０ ５１ａ ０ ５１ｂ ０ ５５ａ ０ ５２ａ ０ ５２ａ ０ ５２ａ
Ｎ２１０ ０ ５１ａ ０ ５３ａ ０ ５７ａ ０ ５１ａ ０ ５２ａ ０ ５３ａ
Ｎ２７０ ０ ５１ａ ０ ５３ａ ０ ５４ａ ０ ５２ａ ０ ５２ａ ０ ５２ａ

表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小麦籽粒氮收获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平均
Ｍｅａｎ

ＣＫ ０ ８１ｂ ０ ８７ａ ０ ８８ａ ０ ８３ａ ０ ８５ａｂ ０ ８５ａ
Ｐ ＋ Ｋ ０ ８６ａ ０ ８５ａｂ ０ ８８ａ ０ ８２ａｂ ０ ８６ａ ０ ８６ａ
Ｎ１５０ ０ ７９ｂｃ ０ ８３ｂ ０ ８５ｂｃ ０ ８１ａｂ ０ ８３ｂｃ ０ ８２ｂ
Ｎ２１０ ０ ７５ｃｄ ０ ８４ａｂ ０ ８６ａｂ ０ ８０ａｂ ０ ８２ｃ ０ ８１ｂ
Ｎ２７０ ０ ７３ｄ ０ ８２ｂ ０ ８３ｃ ０ ７９ｂ ０ ８０ｃ ０ ８０ｂ

２ ３　 不同氮肥用量对小麦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利用差减法计算小麦历年表观氮素利用率 (图 ２)ꎬ 利用率 ５ 年平均值 Ｎ１５０ 处理为 ４２ １％ 、
Ｎ２１０ 处理为 ４１ ３％ 、 Ｎ２７０ 处理为 ３１ ９％ ꎬ 并且 Ｎ２７０ 处理利用率显著低于 Ｎ１５０ 和 Ｎ２１０ 处理ꎮ
小麦氮素表观利用率年季间差异很大ꎬ 同一处理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 ２４ ９ 个百分点ꎮ Ｎ１５０、
Ｎ２１０ 处理氮素利用率为第一年最低ꎬ Ｎ２７０ 处理为第三年最低ꎮ Ｎ１５０、 Ｎ２７０ 处理氮素利用率为

第五年最高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小麦氮肥偏生产力见图 ３ꎬ 各施氮处理 ５ 年平均 Ｎ１５０ 处理为 ４８ ９ ｋｇ / ｋｇ、

Ｎ２１０ 处理为 ３７ ８ ｋｇ / ｋｇ、 Ｎ２７０ 处理为 ２８ ８ ｋｇ / ｋｇꎮ 随着施氮量的增加ꎬ 氮肥偏生产力呈现显著

降低的趋势ꎮ
各处理氮肥农学效率 ５ 年平均 Ｎ１５０ 处理为 １１ ３ ｋｇ / ｋｇꎬ Ｎ２１０ 处理为 １０ ９ ｋｇ / ｋｇꎬ Ｎ２７０ 处

理为 ７ ９ ｋｇ / ｋｇꎬ Ｎ２７０ 处理氮肥农学效率显著低于 Ｎ１５０ 处理和 Ｎ２１０ 处理ꎮ 随着试验的连续进

行ꎬ 各处理氮肥农学效率呈现逐渐增高的趋势 (图 ４)ꎮ

３　 讨论与结论

适宜的养分用量由地力水平和作物产量决定ꎬ 在品种、 气候、 管理等其他条件均不构成限制

因素的情况下ꎬ 按照适宜养分用量指导施肥能够获得高产和养分高利用率双赢的效果ꎬ 在保证产

量的同时不增加肥料用量ꎮ 有研究报道ꎬ 河北地区小麦产量 ９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推荐施氮量

２４０ ~ ２６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２] ꎬ 河北小麦产量 ８ ０００ ~ ９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推荐施氮量 ２１０ ~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３] ꎮ 山

东地区小麦产量 ８ ０００ ~ ９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推荐施氮量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４] ꎬ 山东地区滴灌条件下小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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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９ ７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推荐施氮量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５] ꎮ 本试验条件下小麦产量 ８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左右适宜施

肥量为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图 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小麦氮素表观利用率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ＮＵ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图 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小麦氮素偏生产力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图 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小麦氮素农学效率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２

利用差减法计算所得小麦表观氮素利用率年季间变化非常大ꎬ 整体来看ꎬ 试验第一年氮素利

用率最低ꎬ 第五年利用率最高ꎮ 第五年氮肥表观利用率 ( Ｎ１５０、 Ｎ２１０、 Ｎ２７０ 分别为 ５６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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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３％ 、 ４３ ５％ ) 与本团队利用１５Ｎ 示踪尿素在本试验站所得结果相近[６] ꎮ 示踪试验在同样施氮

量情况下所得底施氮素利用率 Ｎ１５０、 Ｎ２１０、 Ｎ２７０ 处理分别为 ３５ ８％ 、 ４２％ 、 ３６ ４％ ꎬ 追施氮素

利用率 ３ 个处理分别为 ５１ ６％ 、 ５１ ５％ 、 ４５ ２％ 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多年定位利用差减法计算所

得氮素利用率能够得到与１５Ｎ 示踪试验相近的结果ꎮ
本试验条件下 Ｎ２１０ 处理小麦平均产量为 ７ ９３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氮肥表观利用率为 ４１ ３％ ꎬ 氮肥偏

生产 力 为 ３７ ８ ｋｇ / ｋｇꎬ 氮 肥 农 学 效 率 为 １０ ９ ｋｇ / ｋｇꎬ 模 型 模 拟 求 得 氮 肥 最 佳 用 量

为 １９６ １ ｋｇ / ｈ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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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施磷对玉米苗期生长及养分吸收的影响

李羽佳１ꎬ 张跃强１ꎬ２ꎬ 石孝均１ꎬ２ꎬ 罗艳妃１

( １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６ꎻ２ 国家紫色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站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６)

摘　 要: 通过研究不同施磷方式对玉米苗期形态生长、 根系活力、 养分积累与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ꎬ 探究如何

高效利用磷肥ꎮ 采用盆栽实验ꎬ 设置不施磷肥、 均匀施肥、 局部施磷、 局部施肥 ４ 个处理ꎮ 不同的施磷方式对

玉米苗期叶片生长与干物质积累效果存在差异ꎬ 局部施磷最为显著ꎬ 增长率高达 ２１５％ ꎮ 局部施磷与局部施肥可

以诱导改变根系形态ꎬ 充分与土壤接触ꎬ 使得磷肥得到高效利用ꎬ 利用率达到 ２０ １％ 和 ３８ ５％ ꎮ 由于磷与锌之

间存在抑制作用ꎬ 局部施磷处理植株锌含量与其他处理相比相对降低ꎬ 但养分积累总量最高ꎬ 且局部施磷与局

部施肥两个处理的土壤有效锌含量均有上升ꎬ 交换态锌活性升高ꎮ 局部施磷可以促进苗期玉米生长ꎬ 有利于养

分高效利用ꎮ
关键词: 局部施磷ꎻ 玉米ꎻ 养分利用率ꎻ 根ꎻ 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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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ꎬ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ꎻ Ｍａｉｚｅ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Ｒｏｏｔꎻ Ｂｉｏｍａｓｓ

磷是作物长发育的必要元素之一ꎬ 在作物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ꎬ 对作物产量提高和品质改善

有着重要影响[１] ꎮ 每年全球施用大量磷肥补充供给土壤ꎬ 满足作物生长需求ꎬ 保证产量ꎮ 国内外已有

的研究表明ꎬ 磷肥当年年利用效率仅有 １０％~３０％ [２] ꎮ 每年通过施用磷肥补充土壤速效磷含量ꎮ 然而ꎬ
磷在土壤中移动性差ꎬ 易被 Ｃａ２ ＋ 、 Ｍｇ２ ＋ 、 Ｆｅ２ ＋ 、 Ａｌ３ ＋ 等离子固定ꎬ 外加磷越高ꎬ 土壤对其固定越明

显[３] ꎬ 磷肥利用率显著降低ꎮ 还有大量结果表明ꎬ 磷与多种微量元素间存在拮抗作用[４] ꎬ 大量施用磷

肥降低了土壤多种微量元素的有效性ꎬ 其中锌是研究最为广泛的元素之一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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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是植物生殖生长、 人体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ꎬ 对维持植物生长素代谢有着关键作

用ꎬ 人体缺锌会引起许多疾病[５] ꎮ 土壤有效锌缺乏是引起作物及人类锌营养缺乏的问题的根本来

源ꎮ 自 “绿色革命” 以来ꎬ 由于高产作物品种引入、 产量不断增加、 高纯化肥的使用增加ꎬ 以及有

机肥投入减少导致土壤和作物缺锌的面积有扩大的趋势ꎬ 全世界作物因缺锌而造成减产的面积也最

为广泛[６] ꎬ 土壤锌缺乏已经成为全球最为严重的微量元素缺乏问题之一ꎮ 土壤锌无法满足作物生长

需求ꎬ 作物食用部分锌含量偏低ꎬ 人体锌营养缺乏进一步恶化ꎮ 锌素缺乏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突出ꎬ
如我国有 ３０％~６０％的儿童缺锌[７￣８] ꎮ 锌含量俨然成为考核作物品质与饮食健康的重要指标ꎮ

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８ 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为 ２９ ８ × １０６ ｈｍ２ꎬ 是我国第二重要的农作物[９] ꎮ 要解

决我国口粮问题ꎬ 确保作物产量ꎬ 并增加锌元素含量ꎬ 在大量施用磷肥的同时ꎬ 必须增施锌肥ꎮ
然而ꎬ 传统的施肥习惯和施肥方式导致磷肥施用量过多而利用率较低ꎬ 过多的磷进入水体会导致

水体的富营养化[１０￣１１] ꎬ 并扩大面源污染ꎮ 为解决这一问题ꎬ 合理有效地施用磷肥ꎬ 改革施肥方

式已刻不容缓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土壤与植株

试验于 ２０１５ 年在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试验农场 (Ｅ １０６°２６′ꎬ Ｎ ３０°２６′ꎬ 海拔 ２６６ ｍ) 进

行ꎮ 供试土壤为重庆彭水黄壤ꎬ 土壤中磷、 锌含量均偏低ꎬ 土壤基本理化性状见表 １ꎮ
供试作物为玉米ꎮ 玉米种子用 １０％ 的过氧化氢消毒处理ꎬ 浸泡发芽后用于移栽ꎮ

表 １　 供试土壤的基本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ｐＨ
(土水 ＝
１２ ５)

有机质
ＯＭ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
(ｍｇ / ｋｇ)

全磷
Ｔｏｔａｌ Ｐ２ Ｏ５

(ｇ / ｋｇ)

全钾
Ｔｏｔａｌ Ｋ２ Ｏ
(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 Ｐ２ Ｏ５

(ｍｇ / ｋｇ)

有效锌
Ａｖａｉｌ Ｚｎ２ ＋

(ｍｇ / ｋｇ)

交换态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Ｚｎ２ ＋ (ｍｇ / ｋｇ)
６ ９８ ３３ ８ １５２ ０ ８６ １５ １３ １ ４ ０ ７４

１ ２　 试验设计

盆栽试验采用锡箔纸包裹的聚乙烯塑料盆 (不透光ꎬ 图 １)ꎬ 每盆装土 ７ ０ ｋｇꎬ 所用肥料为

尿素 (Ｎ ４６％ )、 过磷酸钙 (Ｐ２Ｏ５ １２％ )、 硫酸钾 (Ｋ２Ｏ ５０％ )、 七水合硫酸锌 (分析纯)ꎮ 用量

分别为 Ｎ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Ｐ２Ｏ５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Ｋ２Ｏ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ꎮ 试验设置 ４ 个处理 ３ 次重复: Ｔ１ 均匀施

用氮钾肥 (ＣＫ)ꎻ Ｔ２ 均匀施用氮磷钾肥ꎻ Ｔ３ 均匀施用氮钾肥ꎬ 局部 (中央 １ / ５) 施用磷肥ꎻ Ｔ４
局部 (中央 １ / ５) 施用氮磷钾肥ꎮ 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匀ꎬ 分 Ａ、 Ｂ 两个区域装盆压实ꎬ 防止不同

区域土壤相互污染ꎮ 每盆种植玉米幼苗 ４ 株ꎬ 左右各 ２ 株ꎬ 分别种植与局部与非局部处理交界

处ꎮ 种植时间为 １０ 月 ７ 日ꎬ 采收时间为当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种植期间ꎬ 每盆保持相当距离ꎬ 并与

金属保持距离ꎮ 用去离子水浇灌ꎬ 定期称重ꎬ 保持每盆的水分含量在田间持水量的 ７０％ ꎮ
１ 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在玉米收获前测定植株 ＳＰＡＤ 值与幼苗自然株高ꎬ 株高以地上部至最高点记ꎮ 收获时ꎬ 采收

地上植株与地下根部区分ꎬ 先收获地上部ꎮ 地上部分去离子水清洗ꎬ 在扫描叶面积ꎬ 于 １０５℃杀

青 ３０ ｍｉｎꎬ ９０℃烘干连续称重至恒定ꎮ 干物质用研钵磨碎ꎬ 用于测定ꎬ 植株氮磷钾含量采用浓硫

酸—过氧化氢消煮ꎻ 微量元素锌采用硝酸—高氯酸联合消煮ꎮ
土壤与根系样品采集: 将局部土壤连同根系整体取出ꎬ 仔细捡出根系去离子水冲洗干净ꎬ 扫

描根长、 根表面积ꎬ 杀青烘干测定根重ꎮ 局部与非局部土壤分别在通风处晾干ꎬ 研磨过尼龙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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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测定ꎮ ｐＨ 测定采用电位法 (土水 ＝ １２ ５)ꎬ 钒钼黄比色法测定土壤有效磷ꎬ ＤＴＰＡ 浸提有

效锌ꎬ １ ｍｏｌ / Ｌ Ｍｇ (ＮＯ３) ２ 浸提交换态锌ꎮ
１ ４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ꎬ 多重比较用 ＬＳＤ 法ꎮ

图 １　 作物生长区域施肥盆栽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注: 示意图 Ａ 部分为局部区域ꎬ 占 １ / ５ꎻ Ｂ 部分为非局部区域ꎬ 占 ４ / ５ 三角则表示玉米种植方式

２　 结果分析

２ １　 玉米苗期形态生长

生物量是作物生长状况与养分积累量的一个重要指标ꎬ 对评价作物具有重要作用ꎮ 从表 ２ 可

以看出ꎬ 施磷处理的幼苗生物积累量比不施磷处理 (ＣＫ) 高 ５９ ２％ ~ ２１４ ６％ ꎮ Ｔ２ 幼苗生物积

累量是空白处理的 ２ 倍ꎬ Ｔ４ 处理幼苗生物积累量增加了两倍ꎬ Ｔ３ 增加了 ３ 倍ꎬ 达到显著性水平ꎮ
这表明施磷确实促进了玉米苗期生物积累ꎬ 将磷肥控制在较小的土壤范围内效果更佳ꎮ 玉米幼苗

叶面积也有明显增加ꎬ 由大到小依次为 Ｔ３ > Ｔ４ > Ｔ２ > ＣＫꎬ 其中ꎬ 局部施磷处理的叶面积比不施

磷处理 (ＣＫ) 高 １２１ ８％ ꎬ 局部施肥处理高出 ９０ ０％ ꎬ 均匀施用氮磷钾肥处理高出 ４６ ８％ ꎮ 此

外ꎬ 与不施磷处理 ( ＣＫ) 相比ꎬ 施磷处理的玉米幼苗自然株高、 ＳＰＡＤ 值均有增高ꎬ 增幅在

６ ２％~ ２４ ７％ ꎮ 由此可见ꎬ 使用磷肥不仅可以促进玉米伸长生长ꎬ 还可以扩大幼苗叶面积ꎬ 这

两点都增大了植株与阳光的接触面积ꎮ ＳＰＡＤ 值增大ꎬ 叶绿素含量升高ꎬ 光合效率加快ꎬ 这些有

利因子最终表现在玉米苗期干物质积累ꎮ

表 ２　 施用磷肥对玉米苗期生长状况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生物量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 / ｐｏｔ)

自然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 株)

叶面积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ｃｍ２ / ｐｏｔ) ＳＰＡＤ 值

Ｔ１ ３ ９ ｂ ４１ １ ｃ ４９２ ７ ｃ ２６ ６ ｂ
Ｔ２ ６ ２ ａｂ ４７ ９ ａｂ ７２３ ４ ｂｃ ３２ ２ ａｂ
Ｔ３ １２ ３ ａ ５１ ２ ａ １ ０９２ ７ ａ ３３ ２ ａ
Ｔ４ ９ ６ ａｂ ４３ ７ ｂｃ ９３６ ０ ａｂ ２７ ２ ｂ

　 　 注: 各列间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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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玉米苗期根系形态

在植株处于逆境胁迫时ꎬ 植株可通过调节自身的生命活动来适应环境[１２] ꎮ 由于根系与土壤

养分接触最密切ꎬ 是最先感受逆境胁迫的器官ꎮ 从农学和实用的角度来看ꎬ 在养分的摄取过程

中ꎬ 根系参数的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ꎬ 是对养分缺乏的适应[１３] ꎮ 此外ꎬ 矿质养分中磷素对根

系的生长、 形态、 以及根系在介质中的分布影响位居第二ꎬ 仅次于氮肥[１４] ꎮ 在本试验中ꎬ 测定

了植株的根重、 根长、 表面积 (图 ２)ꎮ 就局部根系生长状况ꎬ 局部施磷 Ｔ３ 与 ＣＫ 对照均达到显

著性水平 (Ｐ < ０ ０５)ꎻ 局部施肥 Ｔ４ 与 ＣＫ 的根长、 表面积均无显著性差异ꎬ 根重虽无显著性差

异ꎬ 却接近 ＣＫ 处理的 ２ 倍ꎮ 比较局部根系生长状况ꎬ 局部施磷 Ｔ３ 效果效果最为显著ꎬ 达到显

著性水平ꎬ 其他施用磷肥对非局部根系根重有较明显的增加ꎮ 而磷肥施用量与施磷方式未对根系

总长与表面积产生影响ꎮ 由于磷在土壤中易被固定ꎬ 植物对土壤中磷的吸收主要依靠根系吸收ꎬ
生长在低磷区域的作物为了抵御恶劣环境ꎬ 根系不断生长吸收养分ꎬ 源源不断地向地上部运输

养料ꎮ

图 ２　 不同区域的根系生长状况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ｓｐｌｉｔ ｚｏｎｅ
注: 图表中 Ａ 和 Ｂ 分别代表局部根系与非局部根系

２ ３　 玉米苗期地上养分含量与养分积累

磷肥施入增加土壤有效磷含量ꎬ 促进玉米幼苗生长ꎬ 继而扩大了对养分的吸收与积累ꎮ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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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所示ꎬ 几组试验均是不同磷肥处理间的对照ꎬ 局部施磷 Ｔ３ 处理与 ＣＫ 比较ꎬ 磷含量提高

３３ ３％ ꎬ 磷积累量提高 ３１９％ ꎬ 同比 Ｔ２、 Ｔ４ 提高了 １２４％ 和 ６１ １％ ꎮ 由于磷在土壤中易被固定

不易移动特性ꎬ 局部施磷处理在较少的施用磷肥条件下ꎬ 减少与土壤的接触空间ꎬ 进而减少固

定ꎬ 最有效地提高了磷肥在土壤利用率ꎬ 增加植株养分含量ꎮ 同时ꎬ 局部施磷与局部施肥两个处

理玉米幼苗的氮含量与氮积累量均高于其他处理ꎬ 这可能与氮、 磷之间的协同作用有关ꎮ 局部施

磷与局部施肥两种栽培方式有效地促进玉米对氮肥吸收ꎬ 反作用于植株ꎮ 植株长势良好ꎬ 加快对

氮、 磷等养分的需求ꎬ 使得氮、 磷肥都得到高效利用ꎮ 与氮磷相比ꎬ 几组处理间植株钾含量差异

不明显ꎮ
几组植株锌含量由大到小依次为 ＣＫ > Ｔ２ > Ｔ４ > Ｔ３ꎬ 施磷处理锌含量低于无磷处理ꎬ 且局部

施磷低于均匀施磷ꎮ 相反的ꎬ 锌积累量由大到小依次为 Ｔ３ > Ｔ４ > Ｔ２ > ＣＫꎬ 这可能与植物体内存

在的 “稀释效应” 有关ꎬ 植株锌积累量虽无显著差异ꎬ 磷肥施用加快植株生长ꎬ 促进对锌肥的

需求与吸收ꎬ 植株锌含量有所降低ꎬ 锌积累总量不变ꎬ 甚至略有升高ꎮ 另一方面ꎬ 磷锌拮抗是长

久以来的研究重点ꎬ 有学者认为ꎬ 磷锌拮抗不仅存在土壤中ꎬ 也存在于作物根系[１５] ꎬ 根系抑制

锌向上转运ꎬ 导致锌含量降低ꎮ
２ ４　 土壤养分含量变化

由表 ３ 可知ꎬ 局部土壤有效磷含量大小依次为 Ａ３ > Ａ４ > Ａ２ > Ａ１ꎬ 依次较 Ａ１ 提高了

９９ ９％ 、 ４９０％ 、 ４３１％ ꎻ 非局部土壤有效磷含量大小依次为 Ｂ２ > Ｂ１ > Ｂ３ > Ｂ４ꎬ 依次较 Ｂ１ 提高

了 ８７％ 、 － １３％ 、 － １８％ ꎬ 土壤有效磷含量随外加磷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ꎮ 比较得出: Ｔ２、 Ｔ３、
Ｔ４ 磷肥利用率依次为 １０ ４％ 、 ２０ １％ 、 ３８ ５％ ꎬ Ｔ３、 Ｔ４ 磷肥利用率均属较高水平ꎬ 相比均匀施

用ꎬ 减少了磷肥固定ꎬ 作物吸收比例上升ꎬ 肥料得到高效利用ꎮ

表 ３　 施用磷肥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Ｈ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 Ｐ２ Ｏ５

(ｍｇ / ｋｇ)
有效锌 Ａｖａｉｌ Ｚｎ２ ＋

(ｍｇ / ｋｇ)
交换态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Ｚｎ２ ＋ (ｍｇ / ｋｇ)

Ａ 区 Ｂ 区 Ａ 区 Ｂ 区 Ａ 区 Ｂ 区 Ａ 区 Ｂ 区

Ｔ１ ６ ２ ａ ６ ２ ｂ １１ ９ｃ １３ ８ ｂ １ ０ ｂ ０ ９ ｂ ０ ９ ｂ ０ ９ ｂ
Ｔ２ ６ １ ａ ６ ２ ｂ ２３ ７ ｂ ２５ ９ ａ １ ０ ｂ １ １ ａ ０ ９ ｂ ０ ９ ａｂ
Ｔ３ ６ １ ａ ６ ２ ｂ ７０ ０ ａ １２ ０ ｂｃ １ ０ ｂ １ ０ ａ ０ ９ ｂ ０ ９ ａ
Ｔ４ ５ ８ ｂ ６ ４ ａ ６３ ０ ａ １１ ３ ｃ １ ３ ａ １ ０ ａ １ ２ ａ ０ ９ ａｂ

比较而言ꎬ 土壤锌含量差异较小ꎬ 局部仅 Ｂ４ 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差异ꎮ 经测定土壤 ｐＨ 与

交换态锌发现ꎬ 只有局部施肥 Ｔ４ 处理 ｐＨ 与其他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ꎬ 这可能是由于处理 Ａ４ 局

部大量使用氮肥ꎬ 才导致土壤局部 ｐＨ 严重降低ꎬ 土壤酸致使交换态锌含量升高ꎬ 这与已有的研

究结果交换态锌含量与土壤 ｐＨ 呈显著负相关大体一致[１６] ꎬ 这可能是导致土壤有效锌含量上升

的原因ꎮ Ｔ３ 局部区域水溶态锌含量明显升高ꎬ 可能是由于根部为适应缺素胁迫ꎬ 改变形态与生

理生长ꎬ 自身分泌酸性物质等ꎬ 以此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ꎬ 满足生长生理需求ꎮ

３　 讨论

由于施用磷锌肥料对于增加苗期玉米干物重均有促进作用ꎬ 在不施锌肥的条件下ꎬ 通过局部

施磷处理同样也可以达到增加苗期生物总量的效果ꎮ 实验表明ꎬ 不同的施磷方式对玉米苗期叶片

生长与干物质积累效果存在差异ꎬ 局部施磷最为显著ꎬ 增长率高达 ２１５％ ꎮ 这可能是由于局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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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改变了玉米幼苗的外部形态ꎬ 使得株高、 叶面积均显著增加ꎬ 光合运转效率提升ꎬ 植物体内代

谢合成加快ꎮ 另外ꎬ 局部施磷提高了氮、 锌等养分的吸收和运移ꎬ 提高了磷肥的利用率ꎬ 营养物

质得到富集ꎬ 有利于玉米干物质积累ꎮ

图 ３　 施用磷肥对玉米苗期养分含量与养分积累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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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ꎬ 局部施磷可以改变玉米幼苗根系形态ꎬ 并提高根系活力ꎮ 施用磷肥可以促进根

系伸长生长ꎬ 由于磷肥易被土壤固定而难以移动ꎬ 植株主要吸收的是根系附近大约 １０ ｍｍ 距离

范围内的磷ꎬ 离根系较远的磷一般是无效的[１７] ꎬ 因此ꎬ 均匀施用在土壤的磷肥不能全部被植株

利用ꎬ 远离植株的土壤磷丧失价值ꎮ 对于局部施磷和局部施肥ꎬ 生长在无外源磷肥区域的植株ꎬ
磷养分缺乏诱导根系形态产生相应变化ꎬ 根重增加ꎬ 根长表面积扩大加剧根系与养分接触ꎬ 促进

了植株对养分吸收ꎬ 导致植株生长良好ꎬ 长势旺盛ꎬ 这与孙海福等[１８] 研究缺磷与根系生长结果

基本一致ꎮ 因此ꎬ 局部施磷有利于玉米苗期生长ꎮ
虽然有室内培养试验和温室盆栽试验试验研究表明ꎬ 大量施用磷肥降低了土壤锌的有效性ꎬ

尤其是在缺锌的土壤中ꎬ 这种抑制作用更为明显[１９] ꎮ 也有数据表明高磷往往会诱导作物缺锌ꎮ
但此次试验结果表明ꎬ 在低磷低锌土壤施用磷肥不会明显抑制锌含量ꎬ 相反局部施磷这种栽培方

式在植株锌积累量与土壤锌含量均高于通常水平ꎮ 试验中ꎬ 均匀施磷和局部施磷区域提高了土壤

有效磷含量ꎬ 土壤有效锌含量不变或有显著性升高ꎬ 推测可能是由于土壤中锌的组分改变ꎮ 与均

匀施肥相比ꎬ 局部施磷与局部施肥两种栽培方式的植株根系未直接接触磷肥ꎬ 尚处于低磷环境ꎬ
土壤锌未受到抑制ꎮ 而根系分泌物与施肥造成的 ｐＨ 降低可能也是导致该结果的原因ꎮ 这与王海

啸[２０]等研究施磷促进了土壤吸附态锌的解离ꎬ 随施磷水平的增加ꎬ 交换态、 水溶态的含量增加ꎬ
锌的有效性提高这一结论相吻合ꎮ

综上所述ꎬ 局部施磷可以促玉米苗期植株对氮、 磷、 锌等养肥的吸收和利用ꎬ 提高磷效率ꎬ
扩大根系生长ꎬ 进而提高植株水分无机盐等养分的运输效率ꎬ 扩展叶面积ꎬ 提高叶绿素含量ꎬ 进

而提高了光合效率ꎬ 有利于干物质积累ꎬ 为玉米植株后续生长奠定良好基础ꎮ 虽然本研究证明局

部施磷有利于作物生长于保证作物品质ꎬ 对局部施磷的部分机制尚不明确ꎬ 而且对局部施磷的试

验仅局限于苗期ꎬ 局部施肥对玉米整个生育期及产量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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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季稻田土壤基础地力和养分利用效率对长期施肥的响应∗

鲁艳红∗∗ꎬ 廖育林ꎬ 聂　 军∗∗∗ꎬ 周　 兴ꎬ 谢　 坚ꎬ 杨曾平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 农业部湖南耕地保育科学观测实验站ꎬ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５)

摘　 要: 研究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基础地力和氮磷钾养分吸收利用效率的影响ꎬ 探明土壤基础地力变化和氮磷钾

养分吸收利用效率差异及其相互关系ꎮ 采集双季水稻种植制度下 ３３ 年长期定位施肥试验的不施肥 (ＣＫ)、 施氮磷

钾肥 (ＮＰＫ) 和氮磷钾肥配施稻草 (ＮＰＫＳ) ３ 个处理的土壤ꎬ 设置施肥与不施肥盆栽试验ꎬ 监测水稻产量、 土壤

基础地力产量和基础地力贡献率、 水稻氮磷钾养分吸收量、 氮磷钾养分利用效率ꎻ 研究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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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施氮磷钾肥或长期氮磷钾肥配施稻草均能提高土壤基础地力ꎬ 长期氮磷钾肥配施稻草的效果更显著ꎮ 在较高

基础地力土壤上生产ꎬ 可以在保证作物高产稳产的情况下实现减量化施肥ꎬ 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ꎮ
关键词: 长期施肥ꎻ 双季稻田ꎻ 土壤基础地力ꎻ 养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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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ꎬ 对粮食的需求也日益增多ꎬ 如何保证粮食安全已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ꎮ 但是ꎬ 目前我国耕地仍然面临中低产田面积大、 障碍因子多等问题[１] ꎬ 严重制约

了粮食生产潜力的发挥ꎮ
基础地力是指在特定立地条件、 土壤剖面理化性状、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下ꎬ 经过多年水

肥培育后ꎬ 当季旱地无水肥投入、 水田无养分投入时的土壤生产能力[２] ꎮ 长期不同施肥会使土

壤基础地力朝向不同方向发展ꎬ 中低产田改良过程也是土壤地力培育和提升过程ꎮ 据估算ꎬ 通过

低产田改造可实现增加粮食产量 ３９０ 亿千克ꎬ 潜力巨大[３] ꎮ 因此ꎬ 通过合理施肥提高土壤质量和

土地生产力ꎬ 调控农田基础地力与肥料高效和作物高产有关的重要过程ꎬ 不但可保证作物高产稳

产的情况下实现减量化施肥ꎬ 而且对挖掘农田生产潜力、 增加水稻产量、 提高养分利用效率、 优

化养分资源管理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ꎮ
施肥尤其是长期施肥制度是水稻增产稳产的重要途径ꎬ 也是土壤基础地力培育的重要措施ꎮ

合理均衡施肥或有机肥与无机肥合理配施能缓慢培育或维持土壤肥力ꎬ 而长期非均衡或不施肥则

可能导致作物产量下降、 土壤养分比例失衡、 养分耗竭[４￣５] ꎮ 研究表明ꎬ 农田基础地力提升对农

作物的产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ꎬ 基础地力越高ꎬ 作物产量也越高ꎻ 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还对减少

化肥的投入ꎬ 减少对环境的负担也有重要意义[６] ꎮ 但以往有关长期施肥的研究较多集中在长期

施肥对作物养分吸收、 养分利用效率和土壤肥力的影响等方面ꎬ 从基础地力与作物养分吸收和肥

料利用效率相互关系角度的研究还鲜有报道ꎮ
目前ꎬ 关于农田基础地力研究大多基于长期定位试验的不施肥处理ꎬ 然而长期不施肥处

理土壤处于一种长期养分消耗状态ꎬ 其产量只能反映长期不施肥条件下的土壤基础地力状况ꎬ
而不能反映其他施肥措施下农田的实际基础地力状况[２] ꎮ 因此ꎬ 有研究利用裂区法将原有长

期施肥小区进行了划分ꎬ 如曹承富等[７] 在长期定位试验基础上增设多年连续施肥与当年不施

肥的处理来研究长期不同施肥对砂姜黑土土壤基础地力的影响ꎮ 该方法可以较为客观地研究

长期不同施肥措施下土壤基础地力的变化ꎬ 但当前大部分长期定位试验的面积不大ꎬ 尤其是

我国南方水田长期定位试验ꎬ 采用裂区法将对农艺操作带来诸多不便ꎬ 也会对长期定位试验

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ꎮ
因此ꎬ 本文以 ３３ 年 ６６ 季水稻种植后的不同施肥处理土壤为基础ꎬ 采用盆栽试验施肥与不

施肥的对比盆栽试验ꎬ 以当季不施肥产量表示基础地力产量ꎬ 以当季不施肥产量与施肥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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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值表示基础地力贡献率ꎬ 能够较为客观准确地表征长期不同施肥模式下的基础地力状况ꎮ
研究长期不同施肥早晚稻产量和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的差异ꎬ 分析长期不同施肥模式对氮磷

钾肥养分吸收利用效率和对土壤氮磷钾养分依存率的差异ꎬ 探讨氮磷钾肥养分利用效率、 土

壤氮磷钾养分依存率与土壤基础地力的相互关系ꎬ 阐明长期施肥稻田土壤基础地力变化和氮

磷钾养分利用效率及其响应机制ꎬ 旨在为双季稻田土壤的地力培育和合理施肥提供基础数据

和科学支撑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试验设计

长期定位施肥试验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黄金乡 ( Ｎ ２８°３７′ꎬ Ｅ １１２°８０′ꎬ 海拔 １００ ｍ)ꎬ
定位试验开始于 １９８１ 年ꎮ 供试土壤为第四纪红土发育的水稻土 (粉质轻黏土ꎬ 土壤分类为普通

简育水耕人为土)ꎮ 定位试验前 ０ ~ １５ ｃｍ 土壤的主要化学性状: ｐＨ 值为 ６ ６ꎬ 土壤有机质

３４ ７ ｇ / ｋｇꎬ 全氮 ２ ０５ ｇ / ｋｇꎬ 全磷 ０ ６６ ｇ / ｋｇꎬ 全钾 １４ １ ｇ / ｋｇꎬ 碱解氮 １５１ ０ ｍｇ / ｋｇꎬ 有效磷

１０ ２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钾 ６２ ３ ｍｇ / ｋｇ[８] ꎮ
试验共设 ９ 个处理ꎬ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ꎮ 本研究选择其中 ３ 个处理土壤进行盆栽试验ꎬ 包括

不施任何肥料 (ＣＫ)、 施氮磷钾化肥 (ＮＰＫ) 和氮磷钾化肥配施稻草 (ＮＰＫＳ)ꎮ 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３
年ꎬ 氮肥 ( Ｎ) 按早稻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晚稻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施入ꎻ 磷肥 ( Ｐ) 按早稻、 晚稻各

３８ ７ ｋｇ / ｈｍ２施入ꎻ 钾肥 (Ｋ) 按早稻、 晚稻各 ９９ ６ ｋｇ / ｈｍ２ 施入ꎻ 稻草按每年 ４ ２ ｔ / ｈｍ２ (折合

养分 Ｎ ４２ 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Ｐ ５ ６ ｋｇ / ｈｍ２ 和 Ｋ １０９ ２ ｋｇ / ｈｍ２) 施入ꎮ
盆栽试验于 ２０１４ 年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盆栽试验场进行ꎮ ２０１３ 年晚稻收获后采集长期定位

试验 ＣＫ、 ＮＰＫ 和 ＮＰＫＳ 各处理的耕层土壤 (０ ~ １５ ｃｍ) 进行装盆ꎮ 在长期施肥处理土壤基础上

设置常规施肥 (施 ＮＰＫ 化肥ꎬ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ＣＦ) 和不施肥 ( Ｎ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ＮＦ)
处理ꎬ ５ 次重复ꎮ 试验采用的陶瓷盆钵高 ３２ ０ ｃｍ、 直径 ２０ ０ ｃｍꎬ 用于盆栽试验的土壤风干后过

５ ｍｍ 筛ꎬ 混合均匀后按每盆 １０ ０ ｋｇ 土装盆ꎬ 浸水 ２ ｄ 使土壤完全湿润后再施基肥ꎮ 盆栽试验氮

肥 (Ｎ) 按早稻 １ ３８ ｇ / ｐｏｔ 和晚稻 １ ６０ ｇ / ｐｏｔ 施入ꎻ 磷肥 (Ｐ) 按早稻、 晚稻各 ０ ３５ ｇ / ｐｏｔ 施入ꎻ
钾肥 (Ｋ) 按早稻、 晚稻各 ０ ８９ ｇ / ｐｏｔ 施入ꎻ 插秧时每盆 ３ 穴ꎬ 化肥品种、 水稻品种、 农事操作

方式和时间与长期定位施肥试验一致[９￣１０] ꎮ 盆栽试验前 ３ 个处理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长期施肥处理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长期施肥处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有机质
ＯＭ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ｙｔｉｃ Ｎ
(ｍｇ / ｋｇ)

全磷
Ｔｏｔａｌ Ｐ
(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全钾
Ｔｏｔａｌ Ｋ
(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ＣＫ ３２ ７５ ２ ２５ １０６ ５１ ０ ５７ ４ ８２ １３ ８ ５５ ６
ＮＰＫ ３５ ９７ ２ ５１ １１８ ４９ １ ０５ ２１ ２５ １３ ９ １０４ ６
ＮＰＫＳ ３８ ４９ ２ ９６ １３４ ２６ １ ２１ ２３ ３６ １４ ０ １２８ ５

１ ２　 样品采集与测定

水稻成熟后每个盆钵单独测产ꎮ 盆栽试验前采集定位试验 ＣＫ、 ＮＰＫ 和 ＮＰＫＳ 三个处理的耕

层 (０ ~ １５ ｃｍ) 土样ꎬ 用于基本理化性状的测定ꎮ 早、 晚稻成熟期采集植株样品用于测定籽粒

和稻草的氮、 磷、 钾含量ꎮ 植株氮、 磷、 钾养分和土壤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全磷、 速效磷、
全钾、 速效钾的含量采用常规分析法测定[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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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数据处理

基础地力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ＢＳＰＹ) ＝ 不施肥区籽粒产量

基础地力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Ｙｉｅｌｄꎬ ＢＳＰＣＲ) ＝ 不施肥区籽

粒产量 / 施肥区籽粒产量

肥料贡献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ＦＣＲ) ＝ (施肥区籽粒产量￣不施肥区籽粒产量) /
施肥区籽粒产量

籽粒养分吸收量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ｒａｉｎꎬ ＧＮＡ) ＝ 籽粒产量 × 籽粒养分含量

地上部某种养分总吸收量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ＮＡ) ＝ 籽粒产量 × 籽粒某种养分

含量 ＋ 秸秆产量 × 秸秆某种养分含量

肥料回收利用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ＦＲＥ) ＝ (施肥区地上部某种养分吸收量 －
不施肥区地上部某种养分吸收量) / 施肥量

肥料农学效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ＦＡＥ) ＝ (施肥区籽粒产量 － 不施肥区籽

粒产量) / 施肥量

氮 (磷 / 钾) 肥料偏生产力 [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ＮＰＦＰ (ＰＰＦＰ / ＫＰＦＰ)] ＝ 施肥区籽粒产量 / 氮 (磷 / 钾) 施肥量

氮 (磷 / 钾) 素生理利用率 [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ꎬ ＮＰＥ
(ＰＰＥ / ＫＰＥ)] ＝ (施肥区籽粒产量 － 不施肥区籽粒产量) / [施肥区地上部吸氮 (磷 / 钾) 量 －
不施肥区地上部吸氮 (磷 / 钾) 量]

土壤氮 (磷 / 钾) 素依存率 [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ｔｅꎬ ＳＮＤＲ
(ＳＰＤＲ / ＳＫＤＲ)] ＝ 不施肥区地上部吸氮 (磷 / 钾) 量 / 施肥区地上部吸氮 (磷 / 钾) 量 × １００％

氮 ( 磷 / 钾) 素收获指数 [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ꎬ ＮＨＩ ( ＰＨＩ /
ＫＨＩ)] ＝ 籽粒吸氮 (磷 / 钾) 量 / 地上部吸氮 (磷 / 钾) 量

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ＤＰＳ ７ ５ 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基础地力的影响

２ １ １　 长期不同施肥对基础地力产量和施肥处理产量的影响

长期不同施肥模式对基础地力产量有显著影响 (图 １)ꎮ ３ 个处理的早晚稻基础地力产量

(不施肥产量) 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ꎮ 经过 ３３ 年 ６６ 季水稻种植后ꎬ 与 ＣＫ 处理相比ꎬ ＮＰＫ
处理早、 晚稻基础地力产量分别提高了 ３８ ５％ 和 ８８ ７％ ꎬ ＮＰＫＳ 处理分别提高了 ６８ １％ 和

１２３ ５％ ꎻ 且 ＣＫ 与 ＮＰＫ、 ＮＰＫＳ 处理间土壤的早晚稻基础地力产量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说明长期施 ＮＰＫ 肥或长期 ＮＰＫ 肥配施稻草有利于维持和提高土壤基础地力产量ꎬ 长期

不施肥则导致土壤基础地力产量降低ꎮ
施肥处理的早晚稻产量也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 (图 １)ꎬ ＣＫ 处理与 ＮＰＫ 和 ＮＰＫＳ 处理间

产量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说明在相同施肥条件下ꎬ 基础地力越高的土壤其作物高

产潜力越大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 施用相同用量肥料时基础地力低的土壤其早晚稻增产幅度大于基

础地力高的土壤ꎬ 长期定位试验 ＣＫ 处理土壤上施用氮磷钾肥早晚稻产量较不施肥分别提高

２６５ ３％ 和 ２５９ ４％ ꎻ ＮＰＫ 处理土壤上早晚稻分别提高 １８０ １％ 和 １１０ ７％ ꎻ ＮＰＫＳ 处理土壤上早

晚稻分别提高 １３６ ６％ 和 ８９ ６％ ꎮ
２ １ ２　 长期不同施肥对基础地力贡献率和肥料贡献率的影响

基础地力贡献率是表征土壤基础地力水平高低的另一个指标ꎬ 经过 ３３ 年 ６６ 季水稻种植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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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不同施肥对红壤性水稻土基础地力贡献率影响有明显差异 (图 ２)ꎮ 早晚稻土壤基础地力贡

献率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ꎬ ＮＰＫＳ、 ＮＰＫ 与 ＣＫ 处理间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与

ＣＫ 处理相比ꎬ ＮＰＫ 处理早稻基础地力贡献率增加了 ８ ４ 个百分点、 提高至 ３０ ５％ ꎬ ＮＰＫＳ 处理

增加了 １４ ９ 个百分点、 提高至 ５４ ５％ ꎻ 晚稻 ＮＰＫ 处理增加了 １９ ７ 个百分点、 提高至 ７０ ８％ ꎬ
ＮＰＫＳ 处理增加了 ２５ ０ 个百分点、 提高至 ９０ １％ ꎮ 说明长期氮磷钾肥配合施用或有机肥与无机

肥长期配施有利于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的维持或提高ꎬ 而长期不施肥则导致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

降低ꎮ

图 １　 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基础地力产量和施肥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ｓ ｂｙ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ｓ ｂ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注: 采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ꎬ 不同字母标识处理间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下同

Ｎｏ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ꎬ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 < ０ ０５)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的早晚稻肥料贡献率表现为 ＣＫ > ＮＰＫ > ＮＰＫＳ (图 ２)ꎬ 处理间差异

均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ＣＫ、 ＮＰＫ 和 ＮＰＫＳ 处理土壤的早稻肥料对产量的贡献率分别为

７２ ６％ 、 ６４ ３％ 和 ５７ ７％ ꎬ 晚稻的肥料贡献率分别为 ７２ ２％ 、 ５２ ６％ 和 ４７ ２％ ꎮ 早晚稻肥料对

产量的贡献率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降低ꎮ

图 ２　 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和肥料贡献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ｏ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２ ２　 长期不同施肥土壤双季水稻氮磷钾养分吸收利用

２ ２ １　 长期不同施肥土壤双季水稻氮素吸收量、 利用效率和土壤氮素依存率

长期不同施肥对双季水稻氮素养分吸收积累量、 氮素养分利用效率和土壤氮素依存率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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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表 ２)ꎮ 盆栽试验条件下ꎬ 无论施肥或不施肥ꎬ 籽粒吸氮量和地上部吸氮量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ꎮ
在施肥量相同条件下ꎬ ３ 个处理土壤的早、 晚稻氮肥农学效率均表现为 ＣＫ > ＮＰＫ > ＮＰＫＳꎬ

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降低ꎻ 早、 晚稻氮肥偏生产力、 土壤氮素依存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ꎬ 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增加ꎻ 早稻氮素生理利用率为 ８９ ３ ~ ９７ ２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Ｎꎬ 晚稻为

６４ ０ ~ ８１ ７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Ｎꎻ 早稻氮肥回收利用率为 ３７ ５％~ ４４ ２％ ꎬ 均表现为 ＣＫ > ＮＰＫ > ＮＰＫＳꎬ
随土壤基础地力提高有所降低ꎬ 晚稻氮肥回收利用率为 ３５ ０％ ~ ３８ ４％ ꎬ ＣＫ 和 ＮＰＫ 处理高于

ＮＰＫＳ 处理ꎬ 但早晚稻不同基础地力土壤上氮肥回收利用率的差异均没达到显著水平ꎮ
在不施肥条件下ꎬ 早稻氮收获指数为 ０ ５９ ~ ０ ６８ꎬ 晚稻氮收获指数为 ０ ４８ ~ ０ ５９ꎬ 且均随

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提高ꎻ 在相同施肥条件下早稻氮收获指数为 ０ ７１ ~ ０ ７５ꎬ 晚稻为 ０ ５６ ~
０ ６１ꎬ 早、 晚稻均以较高基础地力土壤上较高ꎮ

表 ２　 长期不同施肥对双季水稻氮养分吸收利用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长期施肥
处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盆栽试验
施肥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籽粒吸氮量
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ｒａｉｎ
(ｋｇ Ｎ / ｐｏｔ)

地上部吸
氮量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ｇ Ｎ / ｐｏｔ)

氮素收获
指数 ＮＨＩ

氮肥回收利
用率 ＮＲＥ

(％ )

氮肥农
学效率
ＮＡＥ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Ｎ)

氮素生理利
用率 ＮＰＥ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Ｎ)

氮肥偏
生产力
ＮＰＦＰ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Ｎ)

土壤氮素
依存率
ＳＮＤＲ
(％ )

早稻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ＣＫ ＮＦ ０ ２３ｅ ０ ３９ｅ ０ ５９ｄ

ＣＦ ０ ７０ｂ １ ００ｂ ０ ７１ｂｃ ４４ ２ａ ３９ ４ａ ８９ ３ａ ５４ ３ｂ ３８ ９ｂ
ＮＰＫ ＮＦ ０ ３４ｄ ０ ５１ｄ ０ ６６ｃ

ＣＦ ０ ７８ａ １ ０３ｂ ０ ７５ａ ３８ ５ａ ３７ ４ａ ９７ ２ａ ５７ ６ａ ４８ ９ａ
ＮＰＫＳ ＮＦ ０ ４２ｃ ０ ６２ｃ ０ ６８ｃ

ＣＦ ０ ８３ａ １ １４ａ ０ ７３ａｂ ３７ ５ａ ３４ １ａ ９１ ９ａ ５９ １ａ ５４ ７ａ
晚稻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ＣＫ ＮＦ ０ １９ｆ ０ ４０ｄ ０ ４８ｂ
ＣＦ ０ ５８ｃ １ ０１ｂ ０ ５８ａ ３８ ０ａ ３１ ０ａ ８１ ７ａ ４２ ９ｂ ４０ ０ｂ

ＮＰＫ ＮＦ ０ ２９ｅ ０ ５３ｃ ０ ５６ａ
ＣＦ ０ ７０ａ １ １４ａ ０ ６１ａ ３８ ４ａ ２４ ９ｂ ６４ ０ｂ ４７ ５ａ ４６ ２ａｂ

ＮＰＫＳ ＮＦ ０ ３５ｄ ０ ６０ｃ ０ ５９ａ
ＣＦ ０ ６５ｂ １ １６ａ ０ ５６ａ ３５ ０ａ ２３ ９ｂ ６８ ７ｂ ５０ ６ａ ５１ ９ａ

　 　 注: 早稻、 晚稻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 ０ ０５ 显著水平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２ ２　 长期不同施肥土壤双季水稻磷素吸收量、 利用效率和土壤磷素依存率

双季水稻磷养分吸收利用受长期不同施肥方式影响明显 (表 ３)ꎮ 无论施肥与否ꎬ ３ 个处理

籽粒吸磷量和地上部吸磷量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ꎬ 且 ＮＰＫ 和 ＮＰＫＳ 处理与 ＣＫ 处理间的差

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在施相同用量肥料条件下ꎬ ３ 个处理土壤的早、 晚稻磷肥农学效率均表现为 ＣＫ > ＮＰＫ >

ＮＰＫＳꎬ 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降低ꎻ 早、 晚稻磷肥偏生产力、 土壤磷素依存率随土壤基础地

力的提高而增加ꎻ 早、 晚稻均以长期 ＮＰＫ 处理土壤的磷素生理利用率最高ꎻ 早稻磷肥回收利用

率为 ２９ ４％~ ３２ ０％ ꎬ 晚稻磷肥回收利用率为 ２７ ２％~ ３４ ５％ ꎬ 均以长期不施肥土壤最高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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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施肥条件下ꎬ 早稻磷收获指数为 ０ ７４ ~ ０ ７８ꎬ 晚稻氮收获指数为 ０ ６２ ~ ０ ７１ꎬ 早稻随

土壤基础地力变化不显著ꎬ 晚稻随土壤基础地力提高而提高ꎮ 施用相同用量肥料时早稻氮收获指

数为 ０ ８０ ~ ０ ８６ꎬ 晚稻为 ０ ７３ ~ ０ ７６ꎬ 早稻随土壤基础地力提高而降低ꎬ 晚稻变化规律不明显ꎮ
早晚稻不同基础地力土壤上施 ＮＰＫ 肥处理的磷素收获指数均高于相应的不施肥处理ꎮ

表 ３　 长期不同施肥对双季水稻磷养分吸收利用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长期施肥
处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盆栽施肥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籽粒吸磷量
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ｒａｉｎ
(ｋｇ Ｐ / ｐｏｔ)

地上部吸
磷量

Ｔｏｔａｌ 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ｇ Ｐ / ｐｏｔ)

磷素收获
指数 ＰＨＩ

磷肥回收
利用率

ＰＲＥ
(％ )

磷肥农学
效率 ＰＡＥ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Ｐ２ Ｏ５ )

磷素生理
利用率

ＰＰＥ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Ｐ)

磷肥偏生
产力 ＰＰＦＰ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Ｐ２ Ｏ５ )

土壤磷素
依存率
ＳＰＤＲ
(％ )

早稻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ＣＫ ＮＦ ０ ０５ｅ ０ ０６ｆ ０ ７８ｂ

ＣＦ ０ １５ｂ ０ １７ｃ ０ ８６ａ ３２ ０ａ ６８ ０ａ ４８６ ４ａ ９３ ６ｂ ３６ １ｂ
ＮＰＫ ＮＦ ０ ０９ｄ ０ １２ｅ ０ ７４ｃ

ＣＦ ０ １８ａ ０ ２３ｂ ０ ８１ｂ ２９ ５ａ ６４ ４ａ ５０２ ８ａ ９９ ３ａ ５４ ４ａ
ＮＰＫＳ ＮＦ ０ １１ｃ ０ １４ｄ ０ ７７ｂｃ

ＣＦ ０ ２０ａ ０ ２５ａ ０ ８０ｂ ２９ ４ａ ５８ ８ａ ４６２ ４ａ １０１ ９ａ ５８ ２ａ
晚稻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ＣＫ ＮＦ ０ ０６ｆ ０ ０９ｅ ０ ６２ｂ
ＣＦ ０ １６ｃ ０ ２１ｃ ０ ７４ａ ３４ ５ａ ６２ ０ａ ４１１ ６ａ ８５ ９ｂ ４３ ２ｂ

ＮＰＫ ＮＦ ０ ０９ｅ ０ １４ｄ ０ ６５ｂ
ＣＦ ０ １７ｂ ０ ２４ｂ ０ ７３ａ ２７ ２ｂ ４９ ９ｂ ４１２ ６ａ ９５ ０ａ ６０ ４ａ

ＮＰＫＳ ＮＦ ０ １１ｄ ０ １６ｄ ０ ７１ａ
ＣＦ ０ ２０ａ ０ ２７ａ ０ ７６ａ ３１ ４ａｂ ４７ ９ｂ ３５０ ３ｂ １０１ ３ａ ５８ ９ａ

２ ２ ３　 长期不同施肥土壤双季水稻钾素吸收量、 利用效率和土壤钾素依存率

由表 ４ 可见ꎬ 长期不同施肥对早、 晚稻籽粒吸钾量、 地上部吸钾量均有显著影响ꎮ 无论施肥

还是不施肥ꎬ 除早稻籽粒吸钾量外ꎬ ３ 个处理土壤的籽粒吸钾量及地上部吸钾量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 (Ｐ < ０ ０５)ꎮ
在相同用量肥料条件下ꎬ ３ 个处理土壤的早、 晚稻钾肥农学效率均表现为 ＣＫ > ＮＰＫ > ＮＰＫＳꎬ

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降低ꎻ 早、 晚稻钾肥偏生产力、 土壤钾素依存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ꎬ 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增加ꎻ 早稻钾素生理利用率为 １５１ １ ~ １６２ ２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Ｋ２Ｏꎬ 晚

稻为 １０３ ９ ~ １２０ ３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Ｋ２Ｏꎬ 不同基础地力土壤间的差异均不显著ꎻ 早稻钾肥回收利用

率为 ３４ ３％~ ３８ ５％ ꎬ 晚稻为 ３８ ０％~ ４６ ７％ ꎬ 早晚稻均表现为 ＣＫ > ＮＰＫ > ＮＰＫＳꎬ 钾肥回收利

用率均随土壤基础地力提高而降低ꎮ
在不施肥条件下ꎬ 早稻钾素收获指数为 ０ １７ ~ ０ ２９ꎬ 晚稻钾素收获指数为 ０ １６ ~ ０ ３６ꎬ 早

稻以 ＮＰＫ 处理钾素收获指数较高ꎬ 晚稻钾素收获指数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提高ꎻ 施用相同

用量肥料时ꎬ 早稻钾收获指数为 ０ ２８ ~ ０ ３１ꎬ 晚稻 ３ 处理钾素收获指数均为 ０ ２３ꎬ 早、 晚稻钾

素收获指数随土壤基础地力的变化规律不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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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长期不同施肥对双季水稻钾养分吸收利用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长期施肥
处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盆栽施肥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籽粒吸钾量
Ｋ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ｒａｉｎ
(ｋｇ Ｋ / ｐｏｔ)

地上部吸
钾量

Ｔｏｔａｌ Ｋ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ｇ Ｋ / ｐｏｔ)

钾素收获
指数 ＫＨＩ

钾肥回收利
用率 ＫＲＥ

(％ )

钾肥农学
效率 ＫＡＥ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Ｋ２ Ｏ)

钾素生理
利用率 ＫＰＥ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Ｋ)

钾肥偏生
产力 ＫＰＦＰ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Ｋ２ Ｏ)

土壤钾素
依存率
ＳＫＤＲ
(％ )

早稻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ＣＫ ＮＦ ０ ０４ｅ ０ ２５ｄ ０ １７ｂ

ＣＦ ０ １７ｂ ０ ５９ｂ ０ ２９ａ ３８ ５ａ ５１ ０ａ １５９ ７ａ ７０ ２ｂ ４２ ５ｂ
ＮＰＫ ＮＦ ０ ０９ｃ ０ ３０ｃｄ ０ ２９ａ

ＣＦ ０ ２０ａ ０ ６４ａｂ ０ ３１ａ ３８ ４ａ ４８ ３ａ １５１ １ａ ７４ ５ａ ４７ ０ａｂ
ＮＰＫＳ ＮＦ ０ ０７ｄ ０ ３５ｃ ０ ２０ｂ

ＣＦ ０ １８ｂ ０ ６５ａ ０ ２８ａ ３４ ３ａ ４４ １ａ １６２ ２ａ ７６ ４ａ ５４ ０ａ
晚稻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ＣＫ ＮＦ ０ ０５ｄ ０ ３０ｃ ０ １６ｄ
ＣＦ ０ １６ａｂ ０ ７１ａ ０ ２３ｃ ４６ ７ａ ４６ ５ａ １２０ ３ａ ６４ ４ｂ ４２ ２ｂ

ＮＰＫ ＮＦ ０ １１ｃ ０ ３９ｂ ０ ２９ｂ
ＣＦ ０ １７ａ ０ ７７ａ ０ ２３ｃ ４３ ０ａ ３７ ４ｂ １０３ ９ａ ７１ ２ａ ５０ ６ａｂ

ＮＰＫＳ ＮＦ ０ １６ｂ ０ ４４ｂ ０ ３６ａ
ＣＦ ０ １８ａ ０ ７８ａ ０ ２３ｃ ３８ ０ａ ３５ ９ｂ １１６ ８ａ ７５ ９ａ ５７ ０ａ

２ ３　 双季水稻氮磷钾养分利用效率及土壤养分依存率对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的响应

分析双季水稻氮磷钾养分利用效率、 土壤养分依存率与早晚稻基础地力贡献率的相关性

(表 ５) 表明ꎬ 氮、 磷、 钾肥回收利用率、 氮、 磷、 钾肥农学效率、 氮、 磷、 钾养分生理利用率

均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降低ꎬ 氮磷钾肥偏生产力、 土壤氮磷钾养分依存率随土壤基础地力的

提高而提高ꎮ 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随土壤养分含量的增加而提高ꎮ 其中ꎬ 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与

氮肥回收利用率、 氮肥农学效率、 磷肥农学效率、 钾肥农学效率、 土壤氮素依存率、 土壤磷素依

存率、 土壤钾素依存率的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１)ꎬ 与磷肥回收率、 氮素生理利用率、
钾素生理利用率、 磷肥偏生产力、 钾肥偏生产力的相关性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早晚稻氮肥施用量不同ꎬ 而早晚稻磷钾肥施用量相同ꎬ 导致氮肥农学效率和偏生产力与土壤

基础地力贡献率拟合方程的决定系数 (Ｒ２ ) 与磷、 钾肥拟合方程的决定系数不一致 (表 ５)ꎮ 进

一步分析相同氮肥施用量条件下氮肥农学效率与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的关系发现ꎬ 早稻氮肥农学

效率 (ｙ) 与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 ( ｘ) 拟合方程为 ｙ ＝ － ０ ４２９ ６ ｘ ＋ ５２ ０６１ꎬ ｎ ＝ ９ꎬ Ｒ２ ＝
０ ８５０ ２∗∗ꎻ 晚稻拟合方程为 ｙ ＝ － ０ ２９６ ５ｘ ＋ ３９ ２７２ꎬ ｎ ＝ ９ꎬ Ｒ２ ＝ ０ ９２３ ２∗∗ꎮ 早稻氮肥偏生产力

(ｙ) 与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 (ｘ) 拟合方程为 ｙ ＝ ０ ２１ｘ ＋ ４９ ６２２ꎬ ｎ ＝ ９ꎬ Ｒ２ ＝ ０ ４０８ ４∗ꎻ 晚稻拟

合方程为 ｙ ＝ ０ ２７４ ３ｘ ＋ ３５ ３１５ꎬ ｎ ＝ ９ꎬ Ｒ２ ＝ ０ ７７４ ８∗∗ꎮ 这表明在同一施氮水平下ꎬ 氮肥偏生产

力也随着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显著或极显著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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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养分利用效率、 土壤养分依存率 (ｙ) 与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 (ｘ) 的直线回归分析 (ｎ ＝１８)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ꎬ Ｐꎬ 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养分利用效率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拟合模型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显著性检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氮肥回收利用率 ＮＲＥ ｙ ＝ － ０ ２６３ ４ｘ ＋ ４８ ８２３ Ｒ２ ＝ ０ ４０１ ６∗∗

磷肥回收利用率 ＰＲＥ ｙ ＝ － ０ ２０５ ２ｘ ＋ ３８ ６６５ Ｒ２ ＝ ０ ３１７ ８∗

钾肥回收利用率 ＫＲＥ ｙ ＝ － ０ １８６ ５ｘ ＋ ４７ ０６５ Ｒ２ ＝ ０ ０９２ ９
氮肥农学效率 ＮＡＥ ｙ ＝ － ０ ４８１ ６ｘ ＋ ５０ ５２９ Ｒ２ ＝ ０ ６１２ ５∗∗

磷肥农学效率 ＰＡＥ ｙ ＝ － ０ ７４２ ４ｘ ＋ ８７ ３６ Ｒ２ ＝ ０ ８２７∗∗

钾肥农学效率 ＫＡＥ ｙ ＝ － ０ ５５６ ８ｘ ＋ ６５ ５１５ Ｒ２ ＝ ０ ８２７∗∗

氮素生理利用率 ＮＰＥ ｙ ＝ － ０ ６７７ ４ｘ ＋ １０８ ６６ Ｒ２ ＝ ０ ２８８ ９∗

磷素生理利用率 ＰＰＥ ｙ ＝ － ２ ５４２ ３ｘ ＋ ５３８ ０４ Ｒ２ ＝ ０ ２０６ １
钾素生理利用率 ＫＰＥ ｙ ＝ － １ ２２７ ８ｘ ＋ １７８ ８２ Ｒ２ ＝ ０ ３２０７∗

氮肥偏生产力 ＮＰＦＰ ｙ ＝ ０ ０３２ ５ｘ ＋ ５０ ７４６ Ｒ２ ＝ ０ ００３ ２
磷肥偏生产力 ＰＰＦＰ ｙ ＝ ０ ３４５ ６ｘ ＋ ８２ ６９６ Ｒ２ ＝ ０ ３３０ ３∗

钾肥偏生产力 ＫＰＦＰ ｙ ＝ ０ ２５９ ２ｘ ＋ ６２ ０１７ Ｒ２ ＝ ０ ３３０ ３∗

土壤氮素依存率 ＳＮＤＲ ｙ ＝ ０ ５０３ ４ｘ ＋ ２７ １７２ Ｒ２ ＝ ０ ５６０ ３∗∗

土壤磷素依存率 ＳＰＤＲ ｙ ＝ ０ ８６７ ４ｘ ＋ １８ １１９ Ｒ２ ＝ ０ ７９０ ２∗∗

土壤钾素依存率 ＳＫＤＲ ｙ ＝ ０ ５４６ １ｘ ＋ ２７ ６２９ Ｒ２ ＝ ０ ５８６ ２∗∗

　 　 注: ∗∗表示在 １％ 水平相关性显著ꎬ ∗表示在 ５％ 水平相关性显著

Ｎｏｔｅ: ∗∗ ａｎｄ ∗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ｉ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１％ ａｎｄ ５％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　 讨论

３ １　 长期不同施肥对双季稻田土壤基础地力的影响

长期不同施肥模式对农田土壤基础地力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ꎬ 长期平衡施肥和长期有机无机

肥配合施用有利于土壤基础地力提升ꎬ 长期不施肥则会导致土壤基础地力下降[１２] ꎮ 贡付飞等[２]

发现在冬小麦—夏玉米轮作制度下 １８ 年连续施用 ＮＰＫ 肥、 ＮＰＫ 配施有机肥、 ＮＰＫ 配施秸秆还田

基础地力产量分别增加 ２９ ６％ 、 ４２ ４％ 和 ５３ ７％ ꎬ 而长期不施肥则导致基础地力产量下降ꎻ 黄

欠如等[１３]通过 ２３ 年长期施肥试验研究发现长期不施肥红壤性水稻土地力贡献率在试验前 １０ 年

以较快速率下降ꎬ 之后地力贡献率呈上升趋势ꎬ 但第 ２３ 年仍较第 １ 年的地力贡献率降低 ９ ４％ ꎮ
本研究的结果也表明长期不同施肥模式下的土壤基础地力存在显著差异ꎬ 与 ３３ 年不施肥处理相

比ꎬ 长期施 ＮＰＫ 肥土壤早、 晚稻基础地力产量、 基础地力贡献率较长期不施肥土壤均显著提高ꎬ
而长期 ＮＰＫ 肥配施稻草的提高效果更为显著ꎮ 这证明长期均衡施用 ＮＰＫ 肥ꎬ 尤其是有机肥与无

机肥长期配合施用是维持和提高土壤基础地力的重要措施ꎮ
３ ２　 土壤不同基础地力的双季水稻产量效应

地力因素是制约粮食单产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ꎬ 土壤地力水平不但影响不施肥产量 (基础地力

产量)ꎬ 对施肥条件下的产量也有很大影响ꎮ 夏圣益[１４]认为基础地力高的土壤作物获得高产的潜力

大ꎬ 而基础地力低的土壤只有在较高施肥水平下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ꎮ 因此ꎬ 对于水稻生产来讲ꎬ
通过稻田土壤基础地力的培育ꎬ 既可以提高基础地力产量ꎬ 也可提高正常施肥水平下的水稻产量ꎮ
本研究试验结果表明ꎬ 无论施肥与否ꎬ ３ 个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早、 晚稻产量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ꎮ 这一结果也表明ꎬ 在同一目标产量水平下ꎬ 基础地力高的土壤的施肥量低于基础地力低

的土壤ꎬ 说明通过土壤基础地力的培育和提升可以在达到保证作物产量目的的同时适量降低肥料施

用量ꎬ 因此ꎬ 通过培肥土壤ꎬ 提高耕地质量和土地生产力ꎬ 实现 “藏粮于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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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土壤基础地力和长期不同施肥模式对水稻氮磷钾养分吸收利用效率的影响

施肥的直接目的是作物增产ꎬ 但通过施肥实现粮食产量高产稳产的同时ꎬ 还要兼顾考虑养分

资源的优化管理及养分高效利用ꎮ 长期不同施肥模式对作物养分吸收有重要影响ꎬ 陈磊等[１５] 研

究表明与不施肥相比ꎬ 长期施化肥或化肥与有机肥配施极显著促进作物氮、 磷、 钾吸收ꎻ 冀建

华[１６]发现黄泥田上 ２５ 年施 ＮＰＫ 肥双季稻累计吸氮量较长期不施肥处理大幅度提高ꎻ 朱霞等[１７]

通过在黑土区研究发现化肥与有机肥长期配施显著提高土壤供氮能力ꎬ 增加植株吸氮量ꎮ 本研究

的结果也表明长期施 ＮＰＫ 肥或 ＮＰＫ 肥配施稻草有利于提高早、 晚稻植株氮、 磷、 钾养分吸收

量ꎬ 在 ３３ 年不同施肥处理土壤上种植水稻ꎬ 无论是施肥与否ꎬ ３ 个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上早、
晚稻籽粒和地上部氮、 磷、 钾养分吸收量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ꎬ 这进一步表明长期均衡施

肥ꎬ 尤其是有机肥与无机肥长期配合施用不仅能维持双季水稻较高产量ꎬ 还对作物养分吸收具有

促进作用ꎮ
不同研究者对长期不同施肥对作物养分吸收利用效率的影响有不同看法ꎬ 罗照霞等[１８] 研究

认为与施 ＮＰＫ 化肥相比ꎬ 长期 ＮＰＫ 化肥与有机肥配施降低了氮、 钾肥回收利用率ꎬ 与单施 Ｎ 或

ＮＰ 肥相比ꎬ ＮＰＫ 配施则提高氮肥回收利用率ꎻ 高静等[１９]研究我国 ６ 种旱地上种植小麦发现长期

平衡施用 ＮＰＫ 化肥和有机无机肥配施对提高磷肥回收率效果显著ꎻ 罗龙皂等[２０] 认为在黄壤上长

期有机肥和化肥混施可提高氮肥利用率ꎬ 且 ＮＰＫ 肥配施提高钾肥利用率的效果优于有机肥和化

肥配施ꎮ 导致这些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土壤类型、 作物种类及具体的施肥处理设置差

异等原因有关ꎬ 同时也由于这些研究结论一般是采用长期定位试验的施肥处理与对照处理的实验

数据计算得出养分利用效率ꎬ 通常情况下长期试验对照是处于养分长期耗竭下的对照ꎬ 而不是经

过多年水肥培育后形成当前基础地力水平土壤的当季对照ꎬ 因而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当前基础地力

土壤条件下的作物养分利用率ꎮ 本研究采集 ３３ 年不同施肥处理的 ３ 个处理土壤进行盆栽试验ꎬ
更能揭示土壤经过多年水肥培育ꎬ 形成不同基础地力后对作物养分利用效率的影响ꎬ 试验结果表

明: 相同施肥量条件下ꎬ 土壤基础地力高的土壤早、 晚稻氮、 磷、 钾肥偏生产力、 土壤养分依存

率、 氮、 磷、 钾素收获指数也较高ꎬ 氮、 磷、 钾肥回收利用率、 肥料农学效率、 肥料对产量的贡

献率则较低ꎮ 这表明土壤基础地力越高ꎬ 氮磷钾养分供应能力越强ꎬ 作物对肥料养分的依赖性减

小ꎮ 因此ꎬ 通过多年水肥培育ꎬ 土壤基础地力提升到较高水平后可适当减少肥料投入ꎬ 同样能达

到维持作物高产稳产的目的ꎬ 同时提高肥料利用效率ꎮ
土壤在长期连续不同施肥过程中基础地力发生变化ꎬ 形成不同地力水平ꎬ 将 ３３ 年不同施肥

模式土壤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土壤基础地力ꎬ 使水稻产量随基础地力 “水涨船高” 效应现象变得

直观和容易理解ꎬ 规避了土壤基础地力变化的复杂化学行为ꎮ 当前大部分长期定位试验的面积不

大ꎬ 尤其是我国南方水田长期定位试验ꎬ 采用裂区法将对农艺操作带来诸多不便ꎬ 也会对长期定

位试验造成破坏ꎬ 通过采集长期不同施肥措施下的土壤进行施肥与不施肥的对比盆栽试验ꎬ 研究

长期不同施肥措施下土壤基础地力变化和氮磷钾养分吸收利用效率差异及其相互关系显得更为现

实ꎮ 因此ꎬ 研究长期施肥管理措施下土壤基础地力演变过程中或发生变化后的作物氮磷钾养分吸

收利用效率对土壤基础地力的响应ꎬ 无论对于土壤不同基础地力水平下作物施肥量的确定ꎬ 还是

基础地力培育和提升适宜程度的衡量均有指导意义ꎻ 但对 ３３ 年 ３ 种施肥模式下土壤基础地力的

动态变化机制ꎬ 基础地力定向培育与合理施肥量的关系、 土壤基础地力构成的土壤养分有效性时

间长短或稳定性等均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ꎮ

４　 结论

经过连续 ３３ 年 ６６ 季水稻长期不同施肥后ꎬ 红壤性水稻土基础地力发生明显变化ꎬ 长期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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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ＣＫ)、 长期施 ＮＰＫ 肥 (ＮＰＫ) 和长期 ＮＰＫ 肥配施稻草 (ＮＰＫＳ) ３ 个处理土壤的基础地力产

量和基础地力贡献率均表现为 ＮＰＫＳ > ＮＰＫ > ＣＫꎮ 长期施 ＮＰＫ 肥或长期 ＮＰＫ 肥配施稻草均有利

于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ꎬ 且长期 ＮＰＫ 肥配施稻草的提升效果更明显ꎮ
无论施肥或不施肥ꎬ 早晚稻产量均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增加ꎮ 土壤基础地力高作物获得

高产的潜力大ꎮ 目标产量相同时基础地力高的土壤所需施肥量较低ꎬ 而基础地力低的土壤对肥料

养分的依赖性较强ꎬ 只有在较高施肥水平下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ꎮ
氮、 磷、 钾肥回收利用率、 农学效率、 氮、 磷、 钾生理利用率均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降

低ꎬ 氮、 磷、 钾肥偏生产力、 土壤氮、 磷、 钾养分依存率均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提高ꎮ 土壤

基础地力越高ꎬ 土壤本身氮磷钾养分供应能力越强ꎬ 作物对肥料养分的依赖性越小ꎬ 在较高的土

壤基础地力条件下生产可适当减少肥料施用量ꎬ 也可满足作物高产稳产ꎬ 同时提高肥料利用

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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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测试方法的水稻土壤有效钾丰缺指标体系∗

李小坤∗∗ꎬ 张洋洋ꎬ 王伟妮ꎬ 丛日环ꎬ 任　 涛ꎬ 鲁剑巍∗∗∗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 农业部长江中下游耕地保育重点实验室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为进一步推广水稻测土施用钾肥提供科学依据ꎮ 在湖北省水稻主产区布置 ５４ 个钾肥施用效果田间试

验ꎬ 分别采用 １ ０ ｍｏｌ / Ｌ 中性醋酸铵、 ２ ０ ｍｏｌ / Ｌ 冷硝酸、 ０ ２ ｍｏｌ / Ｌ ＮａＢＰｈ４ ￣ＥＤＴＡ 和 １ ０ ｍｏｌ / Ｌ 沸硝酸浸提并测

定试验土壤钾素含量ꎬ 分析土壤有效钾含量与水稻产量和植株吸钾量相关性ꎬ 探索准确评价水稻土壤有效钾的

方法ꎬ 并建立与之对应的土壤钾素丰缺指标体系ꎮ 根据稻谷相对产量和地上部相对吸钾量与 ４ 种浸提方法测定

的土壤钾素相关性比较ꎬ 在一定条件下醋酸铵法、 冷硝酸法和四苯硼钠法均可较好的评估土壤有效钾ꎬ 其中以

冷硝酸法最好ꎮ 湖北省水稻种植土壤醋酸铵法浸提的土壤钾素 “ 低” “ 中” “ 高” 和 “ 极高” 指标分别

为 < ３０ ｍｇ / ｋｇ、 ３０ ~ ７０ ｍｇ / ｋｇ、 ７０ ~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 和 >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ꎻ 冷硝酸钾的分级指标分别为 < ５０ ｍｇ / ｋｇ、 ５０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１００ ~ １９０ ｍｇ / ｋｇ 和 > １９０ ｍｇ / ｋｇꎻ 四苯硼钠钾的分级指标分别为 < ６５ ｍｇ / ｋｇ、 ６５ ~ １４０ ｍｇ / ｋｇ、 １４０ ~
３０５ ｍｇ / ｋｇ 和 > ３０５ ｍｇ / ｋｇꎮ 基于建立的钾素丰缺指标体系对稻田土壤有效钾含量进行评价ꎬ 湖北省水稻土壤钾

素含量以中等水平居多ꎬ 严重缺钾和含钾极高的比例较低ꎬ 这一结果可以用来指导水稻科学施用钾肥ꎮ
关键词: 水稻ꎻ 土壤有效钾ꎻ 四苯硼钠ꎻ 冷硝酸ꎻ 土壤钾素丰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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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ｉｃｅꎻ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ꎻ ＮａＢＰｈ４ ꎻ Ｃｏｌｄ ＨＮＯ３ ꎻ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Ｋ

尽管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中钾肥用量的增长明显低于氮、 磷肥的增长速率ꎬ 但自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对钾肥施用的重视有效地遏制了我国南方地区农田土壤钾素急剧下降

的趋势ꎬ 大田作物钾素症状明显减少ꎮ 同时ꎬ 随着作物秸秆的其他用途减少ꎬ 秸秆还田 (或在

田间焚烧) 归还的钾量增加ꎬ 农田系统钾素亏缺程度降低ꎬ 土壤供钾能力有所提高ꎮ 然而ꎬ 随

着农业生产的发展ꎬ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ꎬ 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ꎬ 从土壤中吸收的钾素养分也相应

增加ꎬ 作物的吸钾强度显著提高ꎬ 高产作物在生长后期对土壤钾素呈现耗竭式吸收ꎬ 往往导致土

壤速效钾出现亏缺ꎮ 因此ꎬ 原有的土壤钾素丰缺指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测土配方施肥的要

求ꎬ 需要建立新的土壤钾素丰缺指标以便科学的指导施肥[１] ꎮ １ ０ ｍｏｌ / Ｌ 中性醋酸铵提取的钾含

量 (土壤速效钾) 是普遍应用的确定推荐施肥量的指标ꎬ 但在生产实践中该指标不够稳定[２￣３] ꎮ
且有研究表明非交换性钾与作物吸钾量显著相关ꎬ 特别是吸钾强度较大的作物ꎬ 非交换性钾是其

吸收钾素的主要来源[４￣６] ꎮ 另外速效钾含量有季节性变化的现象ꎬ 且受取土时间的影响较大[７] ꎮ
有研究表明ꎬ 当土壤钾素耗竭后在一定时间内速效钾含量会有所回升ꎬ 而以前季作物刚收获后的

土壤速效钾含量确定下季作物的钾肥用量可能会因低估土壤钾素的供应能力而导致过高的钾肥用

量ꎬ 从而降低钾肥利用率[８] ꎮ 因此寻求能够准确测定对作物有效的土壤交换性钾和非交换性钾

含量的方法并建立相应的土壤钾素丰缺指标极其重要ꎮ １ ０ ｍｏｌ / Ｌ 沸硝酸提取的土壤钾素主要包

括交换性钾和非交换性钾ꎬ 但由于非交换性钾的有效部分无法量化ꎬ 因此尚未在生产实践中广泛

推广应用ꎮ 鲍士旦等[４] 提出用 ２ ０ ｍｏｌ / Ｌ 冷 ＨＮＯ３ 法作为测定水稻土有效钾的快速而简便的方

法ꎬ 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ꎮ 近年来ꎬ 王火焰等[９] 对四苯硼钠测钾方法进行了改进ꎬ 并对含

钾矿物中非交换性钾在四苯硼钠溶液中的释放特性进行了研究[１０￣１１] ꎬ 或许是准确测定田间土壤

有效钾的方法ꎮ 为修订和完善水稻土壤钾素丰缺指标ꎬ 本文在已有的多年多点水稻田间试验的基

础上ꎬ 采用不同浸提剂提取土壤钾素ꎬ 寻求更适合的土壤钾素有效性的评价方法ꎬ 并建立土壤钾

素丰缺指标体系ꎬ 为进一步推广水稻测土配方施用钾肥技术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供试的水稻土壤及水稻稻谷产量和植株吸钾量数据来自于本课题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在湖北省

浠水、 大冶、 荆州、 曾都、 黄陂、 武穴、 沙洋、 荆门、 鄂州、 麻城、 广水、 钟祥、 团风、 监利、
蕲春等 １５ 个县 (市、 区) 布置的 ５４ 个水稻钾肥对比试验ꎮ 试验设施钾 ( ＋ Ｋ) 和不施钾

( － Ｋ) ２ 个处理ꎬ 每个处理设 ３ 次重复ꎬ 小区面积为 ２０ ｍ２ꎮ
１ ２　 分析方法

土壤养分含量 (钾除外) 的测定均采用常规分析方法[１２] ꎮ 土壤钾素分别采用醋酸铵法、 冷

ＨＮＯ３ 法、 沸 ＨＮＯ３ 法和四苯硼钠法测定ꎬ 各具体方法如下:
醋酸铵法: 称取 ２ ５０ ｇ 风干土样于 １５０ ｍＬ 塑料瓶中ꎬ 加入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Ｈ４ＯＡｃ 溶液 ２５ ｍＬ

(ｐＨ ＝ ７ ０)ꎬ 加盖ꎬ 振荡 ３０ ｍｉｎꎬ 过滤ꎬ 待测[１２] ꎮ
冷硝酸法: 准确称取 ２ ５０ ｇ 风干土样于 １５０ ｍＬ 塑料瓶中ꎬ 加入 ５０ ｍＬ 冷的 ２ ｍｏｌ / Ｌ ＨＮＯ３ꎬ

加塞ꎬ 在振荡机上振荡 ３０ ｍｉｎꎬ 立即用定量滤纸过滤于 ４５ ｍＬ 塑料瓶内ꎬ 待测[１２] ꎮ
沸硝酸法: 称取 ２ ５０ ｇ 风干土样于 ５０ ｍＬ 消化管中ꎬ 加入 １ ｍｏｌ / Ｌ ＨＮＯ３ 溶液 ２５ ｍＬꎬ 在管

口加一弯颈小漏斗ꎬ 放入油浴锅内加热煮沸 １０ ｍｉｎ (沸腾时开始计时)ꎬ 取下ꎬ 稍冷ꎬ 趁热过滤

于 １００ ｍＬ 容量瓶中ꎬ 用 ０ 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ＨＮＯ３ 洗涤消化管和小漏斗 ３ ~ ４ 次ꎬ 洗液过滤于容量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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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后用 ０ 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ＨＮＯ３ 定容ꎬ 摇匀ꎬ 待测[１２] ꎮ
四苯硼钠法: 称取 ０ ５０ ｇ 风干土样于 ５０ ｍＬ 的离心管中ꎬ 准确加入 ３ ｍＬ ０ ２ ｍｏｌ / Ｌ

ＮａＢＰｈ４ ＋ ０ ０１ ｍｏｌ / Ｌ ＥＤＴＡ 混合剂ꎬ 振荡 ６０ ｍｉｎꎮ 振荡结束后加入 ２５ ｍＬ 终止剂 (０ ５ ｍｏｌ / Ｌ
ＮＨ４Ｃｌ ＋ ０ １４ ｍｏｌ / Ｌ ＣｕＣｌ２)ꎬ 摇匀后置于沸水浴中煮沸 ６０ ｍｉｎꎬ 取出ꎬ 冷却ꎬ 过滤于 ４５ ｍＬ 塑料

瓶内ꎬ 待测[９] ꎮ
上述待测溶液同钾标准系列溶液一起在火焰光度计上测定ꎮ

１ ３　 参数计算方法

本文将用 １ ｍｏｌ / Ｌ 中性醋酸铵溶液、 ２ ｍｏｌ / Ｌ 冷硝酸溶液、 １ ｍｏｌ / Ｌ 沸硝酸溶液和 ０ ２ ｍｏｌ / Ｌ
ＮａＢＰｈ４ ￣ＥＤＴＡ 溶液 ４ 种浸提剂测定的土壤钾素分别定义为土壤醋酸铵钾、 冷硝酸钾、 沸硝酸钾

和四苯硼钠钾ꎮ
作物相对产量 (％ ) ＝ (不施钾区作物籽粒产量 / 施钾区作物籽粒产量) × １００
作物相对吸钾量 (％ ) ＝ (不施钾区作物总吸钾量 / 施钾区作物总吸钾量) × １００

１ ４　 最佳拟合方程及土壤钾素丰缺指标的确定

根据水稻相对产量与土壤钾素含量间的关系建立对数模型: ｙ ＝ ａ ｌｎ (ｘ) ＋ ｂꎬ 式中ꎬ ｙ 为

相对产量 (％ )ꎬ ｘ 为土壤钾素含量 (ｍｇ / ｋｇ) [１３￣１４] ꎬ 参照 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ｅｌｓｏｎ[１５] 及陆允甫等[１６] 的标

准并结合湖北省水稻实际生产水平ꎬ 以水稻相对产量 < ８５％ 、 ８５％ ~ ９０％ 、 ９０％ ~ ９５％ 、 > ９５％
将土壤钾素分为 “低”、 “中”、 “高” 和 “极高” ４ 个等级ꎬ 以此确定土壤钾素丰缺指标ꎮ
１ ５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９、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统计、 绘图ꎬ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采用相

关系数检验法进行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提取方法的土壤钾素测定值

为了便于比较观察ꎬ ５４ 个水稻田间试验的不同浸提剂提取的土壤钾素含量按照土壤冷硝酸

钾含量的大小排序 (图 １)ꎬ 可知不同方法提取的土壤钾素含量的大小顺序有所不同ꎬ 这说明不

同提取方法对土壤中不同形态钾素的提取能力有所差异ꎮ 由图 ２ 可知 ４ 种浸提剂所提取的土壤钾

素含量高低不同但变化趋势基本一致ꎬ 除个别试验点外ꎬ 大部分试验点土壤沸硝酸钾含量 > 四苯

硼钠钾含量 > 冷硝酸钾含量 > 醋酸铵钾含量ꎮ 由以上分析可知ꎬ ４ 种方法测得的有效钾含量范围

各不相同ꎬ 不同浸提剂对土壤钾素的提取能力也有所差异ꎮ
２ ２　 土壤钾素含量与水稻相对产量的关系

水稻相对产量与土壤钾素含量之间的关系如图 ２ 所示ꎬ ４ 种方法测得的土壤钾素含量与水稻

相对产量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ꎬ 但相关性相差较大ꎬ 其相关性系数大小顺序为冷硝酸钾 > 四

苯硼钠钾 > 醋酸铵钾 > 沸硝酸钾ꎬ 冷硝酸钾含量与水稻产量间的相关系数明显大于其他土壤钾

素ꎬ 土壤沸硝酸钾含量与水稻产量间的相关系数远小于其他方法ꎮ 因此ꎬ 冷硝酸法、 四苯硼钠法

和醋酸铵法均为反应水稻施钾效果的较好方法ꎬ 其中冷硝酸法更好ꎮ
２ ３　 土壤钾素含量与水稻相对吸钾量的关系

由于作物吸钾量除受土壤钾素含量的影响外亦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如气候和土壤其他养

分含量ꎬ 因此用相对吸钾量能有效的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ꎬ 其与土壤钾素含量的关系能更好反应

土壤钾素的有效性ꎮ 图 ３ 是水稻相对吸钾量与不同浸提方法测得的土壤钾素含量间的关系图ꎬ 根

据相关性分析可知ꎬ ４ 种方法所测得的土壤钾素含量与水稻相对吸钾量之间相关性均达极显著水

平ꎬ 其相关性系数大小顺序为醋酸铵钾 > 冷硝酸钾 > 四苯硼钠钾 > 沸硝酸钾ꎮ ４ 种方法均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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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施钾对水稻吸钾量的影响ꎬ 而冷硝酸法的散点分布较醋酸铵法集中ꎮ

图 １　 不同浸提剂测得不同地区土壤钾素含量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ｔｅｓ

图 ２　 不同提取方法测得的土壤钾素含量与水稻相对产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Ｋ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ｉｃｅ

图 ３　 不同形态土壤钾素含量与水稻相对产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Ｋ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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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土壤钾素丰缺指标的建立

由以上分析结果表明醋酸铵法、 冷硝酸法和四苯硼钠法测得的土壤钾素含量水平能较好的反

映土壤供钾能力及水稻施用钾肥的效应ꎮ 根据图 ３ 的对数曲线方程结合湖北省水稻的实际生产水

平以水稻相对产量 < ８５％ 、 ８５％~ ９０％ 、 ９０％~ ９５％ 、 > ９５％ 为标准建立土壤钾素丰缺分级指标ꎬ
为能够方便推广应用我们将根据方程计算出的土壤钾素临界指标定为相近的 ５ 的倍数值 (表 １)ꎮ
结果表明ꎬ 基于醋酸铵法土壤有效钾的临界值标: “低” 等级为 < ３０ ｍｇ / ｋｇꎬ “中” 等级为 ３０ ~
７０ ｍｇ / ｋｇꎬ “高” 等级为 ７０ ~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ꎬ “极高” 等级为 >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ꎻ 基于冷硝酸法土壤有效

钾的临界值标: “低” 等级为 < ５０ ｍｇ / ｋｇꎬ “中” 等级为 ５０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ꎬ “高” 等级为 １００ ~ １９０
ｍｇ / ｋｇꎬ “极高” 等级为 > １９０ ｍｇ / ｋｇꎻ 基于四苯硼钠法的土壤有效钾的临界值标: “低” 等级为

< ６５ ｍｇ / ｋｇꎬ “中” 等级为 ６５ ~ １４０ ｍｇ / ｋｇꎬ “高” 等级为 １４０ ~ ３０５ ｍｇ / ｋｇꎬ “极高” 等级为 > ３０５
ｍｇ / ｋｇꎮ

表 １　 湖北水稻区土壤钾素丰缺分级指标及其丰缺状况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Ｋ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项目
Ｉｔｅｍ

醋酸铵钾 ＮＨ４ ＯＡｃ￣Ｋ 冷硝酸钾 Ｃ￣ＨＮＯ３ ￣Ｋ 四苯硼钠钾 ＮａＢＰｈ４ ￣Ｋ

低
Ｌｏｗ

中
Ｍｅｄｉｕｍ

高
Ｈｉｇｈ

极高
Ｐｒｅｔｔｙ
ｈｉｇｈ

低
Ｌｏｗ

中
Ｍｅｄｉｕｍ

高
Ｈｉｇｈ

极高
Ｐｒｅｔｔｙ
ｈｉｇｈ

低
Ｌｏｗ

中
Ｍｅｄｉｕｍ

高
Ｈｉｇｈ

极高
Ｐｒｅｔｔｙ
ｈｉｇｈ

相 对 产 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 ) < ８５ ８５ ~ ９０ ９０ ~ ９５ > ９５ < ８５ ８５ ~ ９０ ９０ ~ ９５ > ９５ < ８５ ８５ ~ ９０ ９０ ~ ９５ > ９５

根据方程计算的土壤钾
素丰缺指标
Ｓｏｉｌ Ｋ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ｇ / ｋｇ)

< ３０ ３０ ~ ７０ ７０ ~ １６０ > １６０ < ５２ ５２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９０ > １９０ < ６３ ６３ ~ １３９ １３９ ~ ３０６ > ３０６

调整的土壤钾素丰缺
指标
Ｓｏｉｌ Ｋ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ｇ / ｋｇ)

< ３０ ３０ ~ ７０ ７０ ~ １６０ > １６０ < ５０ ５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９０ > １９０ < ６５ ６５ ~ １４０ １４０ ~ ３０５ > ３０５

样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 １６ ２９ ８ ３ ２２ １８ １２ ３ １３ ３３ ６

占样本数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 )

３ ７ ２９ １ ５２ ７ １４ ５ ５ ５ ４０ ３２ ７ ２１ ８ ５ ５ ２３ ６ ６０ １０ ９

平均含量
Ｍｅａｎ (ｍｇ / ｋｇ) ２４ ２ ５３ ２ １０４ ８ １７８ ８ ４５ ７ ８４ ２ １４２ ４ ２１５ ７ ５０ ８ １０５ ３ ２０６ ７ ３５５ ５

增产 率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 ) １８ ７ １４ ４ ８ ６ ５ １ １９ ９ １３ ７ ７ ５ ５ １ １５ ４ １４ ４ ８ ９ ５ ０

对水稻试验点土壤钾素丰缺状况进行统计见表 １ꎬ 若以相对产量 ９０％ 作为临界值标准ꎬ 当醋

酸铵法、 冷硝酸法和四苯硼钠法测定的土壤钾素分别低于 ７０ ｍｇ / ｋｇ、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和 １４０ ｍｇ / ｋｇ
时ꎬ 水稻施用钾肥有较好的效果ꎬ 提倡施用钾肥ꎮ 从表中可以看出醋酸铵法、 冷硝酸法和四苯硼

钠法测定的土壤有效钾含量高于临界指标的比例分别占 ６７ ２％ 、 ５４ ５％ 和 ７０ ９％ ꎬ 说明湖北省

水稻种植土壤大部分有效钾含量较高ꎬ 另外约有 ３ ７％ 、 ５ ５％ 和 ５ ５％ 比例的试验点处于 “低”
等级ꎬ 说明湖北省水稻种植土壤缺钾地区仍然存在ꎬ 应该合理的调整钾肥的施用ꎬ 这样既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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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钾素积累过多而造成的钙、 镁等养分不平衡ꎬ 又可保证水稻的产量水平ꎮ

３　 讨论

３ １　 不同提取方法的评价

研究结果表明ꎬ ４ 种方法的提取能力大小为沸硝酸法 > 四苯硼钠法 > 冷硝酸法 > 醋酸铵法ꎮ
醋酸铵法、 沸硝酸法、 冷硝酸法和四苯硼钠法提取的土壤钾素含量与水稻产量及吸钾量均呈极显

著相关ꎬ 且冷硝酸法相关性最大ꎬ 沸硝酸法相关性最小ꎮ 其中ꎬ 醋酸铵法操作简单方便ꎬ 因此在

实际应用中使用较广ꎮ 而由于土壤速效钾含量易受施肥、 温度、 水分等影响ꎬ 且土壤钾素有季节

性变化的现象ꎬ 因此ꎬ 醋酸铵浸提的速效钾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１７￣１８] ꎮ
另外醋酸铵钾只占土壤有效钾的一部分ꎬ 土壤非交换性钾也为作物在吸钾过程中提供了钾源ꎬ 因

此以土壤速效钾为指标指导施肥有一定的局限性[１９￣２０] ꎮ 沸硝酸法提取的土壤钾素含量与水稻产

量和吸钾量间的相关性远小于其他 ３ 种方法ꎮ 沸硝酸法是通过 Ｈ３Ｏ ＋ 交换土壤矿物层间钾以及破

坏矿物晶格架构从而提取矿物中的钾ꎬ 因此其提取能力最强ꎮ 但由于提取的非交换性钾并不能完

全被植物吸收利用ꎬ 且有效部分亦无法量化因此本研究没有对该方法提取的钾素形态建立分级指

标ꎮ 冷硝酸法提取土壤钾素的原理与沸硝酸法类似ꎬ 但由于没有加热过程因此对矿物晶格架构的

破坏能力没有沸硝酸强ꎬ 冷硝酸不仅提取了对作物有效的交换性钾还提取了一部分对作物有效的

非交换性钾ꎬ 对于吸钾能力较强的作物ꎬ 冷硝酸法则能更好的反应土壤的供钾能力ꎮ 前人研究结

果表明四苯硼钠法测得的土壤钾素含量与作物吸钾量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２１￣２２] ꎬ 本文研究结果

也表明四苯硼钠钾与水稻产量和吸钾量间的相关性均达极显著水平ꎬ 且相关系数也较高ꎬ 这主要

是因为四苯硼钠法是通过 Ｎａ ＋ 交换土壤矿物层间 Ｋ ＋ 尔后由 ＢＰｈ４ ̄将溶液中的 Ｋ ＋ 沉淀ꎬ 但其对矿

物晶格架构的破坏能力较沸硝酸法弱ꎬ 因此其提取能力要强于醋酸铵法和冷硝酸法却又没有沸硝

酸法那么强烈ꎮ 但其操作步骤较为繁琐且耗时较长ꎮ 冷硝酸法提取的土壤钾素含量与四苯硼钠法

和醋酸铵法提取的土壤钾素含量间的相关性均达极显著水平ꎬ 因此ꎬ 如何更好的将冷硝酸法与四

苯硼钠法和醋酸铵法有效的结合起来用于土壤钾素的测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ꎮ
３ ２　 土壤钾素丰缺指标的建立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ꎬ 我国土肥工作者在土壤养分分级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ꎬ 并根据第二

次土壤普查结果建立了适合当时生产条件的土壤养分丰缺指标ꎬ 并对我国的科学施用钾肥做出了

重大贡献ꎮ 但是根据长期的耕作ꎬ 以及种植制度和栽培技术的变化、 复种指数的提高、 高产优质

品种的推广ꎬ 农田养分状况发生了变化ꎬ 农业生产水平也有所提高ꎬ 因此ꎬ 建立适合新生产条件

下的土壤钾素丰缺指标极其重要[２３] ꎮ 研究表明ꎬ 当前生产水平下ꎬ 湖北省水稻区醋酸铵法测定

的土壤有效钾丰缺指标分别为 “低” 等级为 < ３０ ｍｇ / ｋｇꎬ “中” 等级为 ３０ ~ ７０ ｍｇ / ｋｇꎬ “高” 等

级为 ７０ ~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ꎬ “极高” 等级为 >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ꎬ 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相比ꎬ 水稻产量水平有所

提高ꎬ 高水平的速效钾丰缺指标有所提高但低水平的并没有提高ꎬ 说明以土壤速效钾含量作为高

产稻田土壤有效钾含量的衡量标准不够准确[１６] ꎮ 因此ꎬ 寻找能正确评估土壤有效钾的方法并建

立其丰缺指标十分重要ꎮ 而本研究结果表明冷硝酸法提取的土壤钾素与水稻产量和吸钾量的相关

性均最好ꎬ 是较为合适的测定方法ꎬ 其 “低”、 “中”、 “高”、 “极高” 指标分别为 < ５０ ｍｇ / ｋｇ、
５０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１００ ~ １９５ ｍｇ / ｋｇ、 > １９５ ｍｇ / ｋｇꎮ

４　 结论

不同浸提剂提取土壤有效钾的能力不同ꎬ 表现为沸硝酸法 > 四苯硼钠法 > 冷硝酸法 > 醋酸铵

法ꎮ 冷硝酸法、 四苯硼钠法和醋酸铵法均为评价当季土壤供钾能力及土壤钾素有效性的较好方

６８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法ꎬ 且以冷硝酸法法最好ꎮ 土壤醋酸铵钾将土壤有效钾分为 “低”、 “中”、 “高” 和 “极高”
４ 个等级所对应含量分别为 < ３０ ｍｇ / ｋｇꎬ ３０ ~ ７０ ｍｇ / ｋｇꎬ ７０ ~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ꎬ > １６０ ｍｇ / ｋｇꎻ 冷硝酸

钾分别为 < ５０ ｍｇ / ｋｇ、 ５０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１００ ~ １９５ ｍｇ / ｋｇ、 > １９５ ｍｇ / ｋｇꎻ 四苯硼钠钾分别

为 < ６５ ｍｇ / ｋｇꎬ ６５ ~ １４０ ｍｇ / ｋｇꎬ １４０ ~ ３１０ ｍｇ / ｋｇꎬ > ３１０ ｍｇ / 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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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条件下稻作区钾肥优化施用策略∗

李继福１ꎬ２∗∗ꎬ 李小坤２ꎬ 鲁剑巍２∗∗∗

( １ 长江大学农学院ꎬ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５ꎻ２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研究稻作区秸秆还田配施钾肥对水稻、 油菜产量、 钾肥 (素) 吸收利用率和土壤有效钾含量的影响ꎬ
为稻作区的秸秆综合利用和钾肥施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ꎬ 在湖北省 １０ 个县 (市) 开展秸秆还田替代

钾肥水稻田间试验ꎮ 将速效钾含量 >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的试验点归为高钾土壤 (Ｈｉｇｈ￣Ｋ)ꎻ 速效钾含量 １００ ~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的试验点归为中钾土壤 (Ｍｉｄｄｌｅ￣Ｋ)ꎻ 速效钾含量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试验点归为低钾土壤 (Ｌｏｗ￣Ｋ)ꎬ 钾肥 (Ｋ２ Ｏ)
最高用量为湖北省水稻平均推荐用量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ꎮ 同期ꎬ 在江汉平原选择高钾土壤田块开展稻￣油轮作定位试验ꎬ
钾肥 (Ｋ２ Ｏ) 最高用量为该地区推荐用量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ꎮ 研究表明ꎬ 施钾肥和秸秆还田均能增加水稻和油菜产量ꎬ
增产效果以秸秆还田配施钾肥最好ꎮ 单季秸秆还田条件下ꎬ 中、 高钾土壤 (速效钾含量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ꎬ 水稻钾

肥用量可比推荐用量减少 ２０ ０％~ ４９ １％ ꎻ 低钾土壤 (速效钾含量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不易减少当前钾肥用量ꎮ 连续

秸秆还田条件下ꎬ 水稻季年均钾肥用量可以减少 ４２ ２％ ꎬ 并能维持施钾肥的产量水平ꎻ 冬油菜年均钾肥用量可

以减少 ３１ ２％ ꎬ 同时比施钾处理获得更高的产量ꎮ 短期秸秆还田会造成高钾土壤的钾肥吸收利用率下降ꎬ 但可

明显提高中钾和低钾土壤的钾肥吸收利用率ꎻ 长期秸秆还田对水稻和冬油菜的钾肥吸收利用率并没有显著影响ꎬ
但钾素吸收利用率均低于钾肥吸收利用率ꎮ 长期秸秆还田有助于土壤矿物钾的释放ꎬ 并且还田秸秆的腐解产物

通过界面物理吸附、 界面化学吸附和溶液固定途径吸附土壤溶液中的钾离子ꎬ 有效缓解水旱轮作体系土壤钾素

亏缺状态并显著提高土壤速效钾含量以及促进非交换性钾向交换态的转化并维持新的动态平衡ꎮ 因此ꎬ 中、 高

钾农田进行秸秆还田不仅可以增加作物产量ꎬ 而且有助于减少化学钾肥的施用ꎬ 提高土壤钾和秸秆钾的有效利

用水平ꎮ
关键词: 秸秆还田ꎻ 水稻ꎻ 油菜ꎻ 钾肥ꎻ 土壤钾ꎻ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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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ꎬ 集中分布于长江流域和淮海流域ꎬ 以水稻—小麦和水稻—油

菜轮作播种面积最大[１￣３] ꎮ 集约化高产条件下该地区作物收获带走的钾量每年为 ２１０ ~
３６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而当前钾肥的投入远不能维持钾素平衡ꎬ 对于如何提高土壤供钾能力、 优化钾肥施

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４￣５] ꎮ 然而受到我国钾肥资源短缺和国际钾肥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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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纯钾 (Ｋ２Ｏ) 为 １ ２ × １０７ ｔ[７] ꎬ 以水稻、 小麦、 玉米和油菜秸秆为主ꎮ 国内外对秸秆还田在

提高作物产量及土壤培肥方面做了大量研究ꎬ 基本明确了秸秆还田可以增加产量、 提高土壤有机

质含量、 起到培肥地力和维持土壤持久生产力的重要作用[８￣９] ꎮ 虽然秸秆直接还田的腐解速率较

慢ꎬ 短期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９] ꎬ 但作物吸收的钾素 ８０％ 以上存在于秸秆中ꎮ 还田淹水 ３ ｄꎬ 秸

秆中 ９０％ 的钾离子可以快速释放ꎬ 是一种重要的速效性钾素资源[９] ꎮ 旱作条件下ꎬ 秸秆钾的释

放受降雨和土壤水分影响ꎬ 释放周期较长ꎬ 可能会导致还田秸秆的钾素效应与在稻田环境状况下

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目前ꎬ 对于还田秸秆钾素利用以及替代化学钾肥的研究还较为薄弱ꎬ 尤其在普

遍施用化肥以促进作物高产的形势下ꎬ 更加忽视了秸秆中钾素资源的开发及其可能带来的长远效

益ꎮ 为此ꎬ 本文系统性地总结秸秆还田替代钾肥施用方面的研究成果ꎬ 以期为南方稻作区钾肥合

理配置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点概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在湖北省 １０ 个县 (市) 选择不同供钾能力的田块ꎬ 布置水稻季秸秆还田替代

钾肥试验ꎮ 本研究将速效钾含量 >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的试验点归为高钾供应能力土壤 (１ 级水平)ꎬ 简

称为高钾土壤 (标记为 Ｈｉｇｈ￣Ｋ)ꎻ 速效钾含量 １００ ~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的试验点归为中钾供应能力土壤

(２ 级水平)ꎬ 简称为中钾土壤 (标记为 Ｍｉｄｄｌｅ￣Ｋ)ꎻ 速效钾含量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试验点归为低钾

土壤 (标记为 Ｌｏｗ￣Ｋ)ꎮ 高钾土壤试验点集中在鄂中地区ꎬ 由 Ｑ３ 母质发育而成ꎻ 中钾土壤试验

点多分布于江汉平原ꎬ 为河流冲积物发育的水稻土ꎻ 而低钾土壤试验点主要分布于鄂东以及鄂东

北大别山地区ꎬ 为花岗片麻岩发育的水稻土[１４] ꎮ 同时ꎬ 在江汉平原的荆州市川店镇布置长期定

位田间试验ꎬ 按速效钾分级标准ꎬ 定位试验田属高钾供应能力土壤ꎬ 属粉质黏壤土ꎮ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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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试验设计

各试验田均设 ６ 个处理: ＣＫ (￣Ｋ)ꎬ ＋ Ｋꎬ ＋ Ｓꎬ Ｓ ＋ １ / ３Ｋꎬ Ｓ ＋ ２ / ３Ｋꎬ Ｓ ＋ Ｋꎬ 其中ꎬ Ｋ
和 Ｓ 分别表示钾肥和还田秸秆ꎬ Ｓ ＋ １ / ３Ｋꎬ Ｓ ＋ ２ / ３Ｋꎬ Ｓ ＋ Ｋ 表示秸秆还田条件下不同钾肥用

量ꎮ 各地所有试验处理的 Ｎ、 Ｐ２Ｏ５ 用量统一分别为 １６５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４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以保证氮磷正常供

应ꎻ 钾肥 (Ｋ２Ｏ) 最高用量为湖北省水稻平均推荐用量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中定位试验钾肥用量为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试验小区面积 １８ ｍ２ꎬ ３ 次重复ꎬ 随机区组排列ꎮ 小区间用宽 ３０ ｃｍ、 高 ３０ ｃｍ 的土

埂隔开ꎬ 上覆盖薄膜ꎬ 防止窜水窜肥ꎮ 同时ꎬ 整个试验区外围用土埂围起ꎬ 与保护行隔离ꎬ 有独

立的灌 / 排水沟ꎬ 防止保护区与试验各小区窜水窜肥ꎮ
秸秆用量: 为保证试验一致性ꎬ 根据各地秸秆生产水平ꎬ 油菜—水稻轮作的秸秆全量处理统

一用油菜茎秆和角壳各 ２ ２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计 ４ ５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ꎻ 小麦—水稻轮作的秸秆全量处理统一用

小麦秸秆 ４ ５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所有秸秆在还田前避免淋雨ꎬ 防止钾素淋失ꎮ 秸秆经过机器粉碎ꎬ 长度

约为 １０ ｃｍꎬ 并于基肥施用前 １ ~ ３ ｄ 翻压、 整平ꎮ
生产管理: 田间生产管理均按当地实际生产措施进行ꎬ 并适时防治病虫害ꎮ
同时ꎬ 在室内进行有机酸溶解含钾矿物和秸秆吸附外源钾试验ꎬ 具体信息参见文献 [９]ꎮ

１ 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 ３ １　 土壤基础样品测定

土壤样品均在前茬小麦 (油菜) 收获后采集ꎮ 以整个试验田块为采样单元ꎬ 在试验田块内

均匀布点 ３０ 个ꎬ 取 ０ ~ ２０ ｃｍ 耕层土壤ꎬ 拣出杂草和碎石ꎬ 按照 “四分法” 取 １ ｋｇ 带回实验室

于阴凉、 通风处风干并用木槌磨细过 ０ ８５ ｍｍ 筛ꎬ 置于干燥处保存ꎮ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按常规

方法测定ꎮ
１ ３ ２　 测产

水稻或油菜收获时各小区单打单收ꎬ 以风干重计产ꎮ
１ ３ ３　 植株养分测定

还田秸秆以及采集的植物样品风干后ꎬ 在 ６０℃烘箱中继续烘 ２４ ｈꎬ 磨碎ꎬ 用浓 Ｈ２ＳＯ４—Ｈ２Ｏ２

消解ꎬ 火焰光度法测定钾素含量ꎮ
１ ４　 数据分析

采用线性加平台拟合钾肥适宜用量:

线性加平台肥效模型: ｙ ＝
ａ ＋ ｂｘ (ｘ≤Ｃ)
Ｐ　 　 (ｘ > Ｃ){

式中: ｙ 为产量 (ｋｇ / ｈｍ２)ꎬ ｘ 为钾肥用量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ａ 为截距ꎬ ｂ 为回归系数ꎬ Ｃ 为直线

与平台的交点ꎬ Ｐ 为平台产量 (ｋｇ / ｈｍ２ )ꎮ 当 ｂ > Ｐｘ / Ｐｙꎬ Ｃ 即为推荐施钾肥用量ꎻ 当 ｂ < Ｐｘ / Ｐｙ
时ꎬ 推荐施钾量为 ０ꎮ

施钾增产量 (ｋｇ / ｈｍ２) ＝ 施钾区产量 － 不施钾区产量

施钾增产率 (％ ) ＝ 施钾增产量 / 不施钾区产量 × １００％
还田秸秆钾素用量 (Ｔｏｔａｌ Ｋ２Ｏ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Ｆｉｅｌｄꎬ ＴＫＲ) ＝ 还田秸秆钾素含量 × 还田秸秆干

物质量 × １ ２
地上部吸 Ｋ 量 (Ｔｏｔａｌ Ｋ２Ｏ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ＫＡ) (ｋｇ / ｈｍ２ ) ＝ 地上部干物质重 × 植株含钾

量 × １ ２
钾肥吸收利用率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ＫｆＲＥ) (％ ) ＝ 施钾肥地上部吸 Ｋ 增量 /

钾肥用量 × １００
钾肥农学利用率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ＫｆＡＥ) (ｋｇ / ｋｇ) ＝施钾肥增产量 / 钾肥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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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素吸收利用率 (Ｋ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ＫＲＥ) (％ ) ＝ (Ｓ ＋ Ｋ 处理地上部吸 Ｋ 量 － ＣＫ 处

理地上部吸 Ｋ 量) / (秸秆钾素用量 ＋ 钾肥用量) × １００
钾素农学利用率 (Ｋ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ＫＡＥ) (ｋｇ / ｋｇ) ＝ (Ｓ ＋ Ｋ 处理产量 － ＣＫ 处理产

量) / (秸秆钾素用量 ＋ 钾肥用量)
试验数据用 ＭＳ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ＡＳ Ｖ８ 计算处理ꎬ ＬＳＤ 法检验 Ｐ < ０ ０５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秸秆还田配施钾肥的作物增产效果

单季水稻增产效果显示 (表 １)ꎬ 与 ＣＫ 相比ꎬ 施钾处理 ( ＋ Ｋ) 高钾、 中钾和低钾土壤的平

均增产率为 ３ １％ 、 ７ ７％ 和 ８ ４％ ꎬ 说明土壤供钾能力越低ꎬ 施钾肥的增产效果越好ꎮ 秸秆还田

处理 ( ＋ Ｓ)ꎬ 以高钾土壤的增产率最高 ５ ５％ ꎻ 而中钾和低钾土壤相对较低ꎮ 秸秆还田配施钾肥

处理 (Ｓ ＋ Ｋ) 的增产效果最好ꎬ 与 ＣＫ 相比ꎬ 高钾、 中钾和低钾土壤的产量增幅分别为 ７ ７％ 、
１２ ６％ 和 １２ ５％ ꎮ

表 １　 秸秆还田配施钾肥对单季水稻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供钾水平
Ｋ ｌｅｖｅｌ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增产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增产率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 )
ＣＫ ８ ３７２ ± ９６３ ａ
＋ Ｋ ８ ６３５ ± ９５５ ａ ２６３ ± １０８ ３ １ ± ０ ４

高钾土壤 Ｈｉｇｈ￣Ｋ ＋ Ｓ ８ ８５２ ± ８０８ ａ ４８０ ± １５６ ５ ５ ± ２ ３
Ｓ ＋ Ｋ ９ ００５ ± ８１０ ａ ６３３ ± １５３ ７ ７ ± ２ ７
ＣＫ ８ ７１０ ± ８２５ ｂ
＋ Ｋ ９ ４６０ ± ８８９ ａｂ ７５１ ± ２３４ ７ ９ ± ２ ２

中钾土壤 Ｍｉｄｄｌｅ￣Ｋ
＋ Ｓ ９ ０２３ ± ８９８ ａｂ ３１４ ± １７０ ４ ３ ± ０ ３

Ｓ ＋ Ｋ ９ ８０８ ± ９９０ ａ １ ０９８ ± ３４４ １２ ６ ± ３ ９
ＣＫ ７ ７６７ ± ５８６ ｂ
＋ Ｋ ８ ３７６ ± ６０５ ａｂ ６２１ ± ４１ ８ ４ ± ２ ３

低钾土壤 Ｌｏｗ￣Ｋ
＋ Ｓ ８ ０１９ ± ５５０ ａｂ ２７４ ± ４６ ４ ０ ± １ ８

Ｓ ＋ Ｋ ８ ５０３ ± ５２９ ａ ８１４ ± ８２ １２ ５ ± ３ ０

　 　 注: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之间显著性差异 (Ｐ < ０ ０５)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Ｐ < ０ ０５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显示ꎬ 在高钾土壤上ꎬ 第一个轮作期秸秆还田或施钾ꎬ 水稻均未表现明显的增产效果ꎬ
经过二个轮作周期后ꎬ 增产效果显著ꎻ 后茬作物冬油菜在第一个轮作周期均表现出增产效果ꎮ
与￣Ｋ相比ꎬ 施钾处理 ( ＋ Ｋ) 的水稻和冬油菜年均增产 ９ ５％ 和 ８ １％ ꎮ 这表明在高钾土壤上长

期施用钾肥依然有较大的增产效果ꎻ 而秸秆还田 ( ＋ Ｓ) 与施钾肥 ( ＋ Ｋ) 相比ꎬ 冬油菜增产率

较高ꎮ 秸秆还田配施钾肥处理 (Ｓ ＋ Ｋ) 的水稻和冬油菜产量均最高ꎬ 随着试验年限的增加ꎬ 增

产效果有逐渐提高的趋势ꎮ
２ ２　 秸秆还田配施钾肥对钾肥 (素) 吸收利用率的影响

图 ２Ａ 结果显示ꎬ 在当前钾肥用量条件下ꎬ 中钾土壤的钾肥吸收利用率最高ꎮ 秸秆还田后ꎬ
高钾土壤的钾肥吸收利用率显著降低ꎮ 秸秆还田配施钾肥时ꎬ 高钾、 中钾和低钾土壤的钾素利用

率分别为 ２０ ６％ 、 ２９ ７％ 和 ２８ ９％ ꎬ 同钾肥吸收利用率相比ꎬ 不同供钾能力土壤的钾素吸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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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均显著降低 (图 ２Ｂ)ꎮ 高钾土壤定位试验结果表明在当前钾肥用量条件下ꎬ 冬油菜的钾肥吸

收利用率高于水稻ꎮ 从多年均值看ꎬ 秸秆还田对两季作物的钾肥吸收利用率没有显著影响ꎮ 同

样ꎬ 相比钾肥吸收利用率ꎬ 钾素利用率均显著降低ꎬ 也反映出作物秸秆钾的吸收利用率较低

(图 ２Ｃ)ꎮ

图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秸秆还田配施钾肥作物产量动态变化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ｉ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图 ２　 秸秆还田对钾肥 (素) 利用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ＫＲＥ ａｎｄ ＫＡＥ

２ ３　 秸秆还田条件下钾肥用量与增产率、 地上部钾素累积增幅相关分析

如图 ３ 所示ꎬ 秸秆还田条件下ꎬ 高钾土壤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ꎬ 水稻增产率并非线性增加ꎬ
当钾肥用量超过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后ꎬ 增产率呈下降趋势ꎮ 中钾土壤钾肥用量从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增加到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时ꎬ 钾肥用量提高了 ３０％ ꎬ 而增产率仅增加了 １ １％ ꎮ 低钾土壤钾肥用量从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增加到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增产率增加了 ３ ８％ ꎬ 说明钾肥用量相对不足ꎬ 增施钾肥仍有较大的增产

空间ꎮ 高钾土壤的钾素吸收增幅与钾肥用量相关性不显著ꎬ 而中钾和低钾土壤ꎬ 随着钾肥用量的

增加ꎬ 钾素吸收增幅也呈增加趋势ꎮ 连续秸秆还田条件下ꎬ 水稻产量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呈增加

趋势ꎬ 但当钾肥用量从 ６７ ５ ｋｇ / ｈｍ２ 增加到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增产率仅增加 １ ９％ ꎬ 表明该试验点

水稻施用钾肥的增产效果不明显ꎮ 冬油菜的增产率在钾肥用量为 ６７ ５ ｋｇ / ｈｍ２ 时达到最大值ꎬ 之

后并没有明显增加 (图 ３Ｃ)ꎮ 同样ꎬ 水稻和冬油菜地上部钾素吸收增幅显著高于产量增幅ꎬ 钾素

存在奢侈吸收的现象 (图 ３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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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秸秆还田条件下钾肥用量与作物增产率、 地上部吸钾量增幅相关性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ꎬ
Ｋ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 ａｍｏｕ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４　 秸秆还田条件下作物钾肥适宜用量

根据钾肥用量和实际产量ꎬ 通过线性加平台肥效模型拟合ꎬ 得出高钾和中钾土壤的最佳钾肥

用量 (表 ２)ꎬ 即短期秸秆还田时ꎬ 高钾土壤水稻产量高于施钾处理ꎬ 对应最佳的钾肥用量平均

为 ３８ 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推荐用量平均减少 ４９ １％ ꎮ 中钾土壤试验点的最佳钾肥用量平均为

６０ 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推荐钾肥用量平均减少 ２０％ ꎬ 且能取得较高的产量ꎮ

表 ２　 秸秆还田条件下稻田适宜钾肥用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ｒ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试验点
Ｓｉｔｅ

最低产量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最高产量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最佳施肥量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Ｋ２ Ｏ ｒａｔｅ

(ｋｇ / ｈｍ２ )

Ｒ２
施钾实产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钾肥减少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Ｋ２ Ｏ
(％ )

高钾土壤 钟祥东桥镇 ８ ２８１ ８ ４４７ ３６ １ ０ ９７６∗ ７ ９５９ ５１ ９
Ｈｉｇｈ￣Ｋ 宜城小河镇 ９ ４２３ ９ ６５８ ４０ ４ ０ ７３９ ９ ３１０ ４６ １

团风团风镇 ９ ７９８ １０ ３７５ ６２ ７ ０ ９６１∗ ９ ９４５ １６ ４
中钾土壤 仙桃彭场镇 ９ ６８２ １０ ６０４ ５８ ６ ０ ９５５∗ １０ ３０８ ２１ ９
Ｍｉｄｄｌｅ￣Ｋ 洪湖曹市镇 ８ ３３３ ９ ８５２ ５６ １ ０ ９６３∗ ９ ３０８ ２５ ２

枝江仙女镇 ８ １０１ ８ ４００ ６２ ６ ０ ９６１∗ ８ ２８０ １６ ５

连续秸秆还田条件下施用钾肥ꎬ 高钾土壤水稻仍表现出一定的增产效果 (图 ４Ａ)ꎮ 因此ꎬ
我们以 ＋ Ｋ 处理年均实产作为目标产量推导秸秆还田时对应产量的钾肥用量ꎮ 可知当目标产量为

１０ ００６ ｋｇ / ｈｍ２ (１ 位点) 时ꎬ 钾肥用量为 ５２ 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推荐用量减少 ３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减幅为

４２ ２％ ꎮ 冬油菜最佳用量如图 ４Ｂꎮ 当秸秆还田且钾肥用量为 ０ (１ 位点) 时ꎬ 冬油菜理论产量为

１ ９９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略高于 ＋ Ｋ 处理ꎻ 当钾肥用量增加到拐点位置ꎬ 即 ６１ ９ ｋｇ / ｈｍ２ (２ 位点) 时ꎬ
理论经济产量可达 ２ ２７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 ＋ Ｋ 处理增加 ３０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增幅可达 １５ ３％ ꎮ
２ ５　 秸秆还田对土壤矿物钾释放与吸附的影响

秸秆翻压 １０ ｄ 内ꎬ 土壤微生物数量增加、 活性提高ꎬ 会降低周边环境的 ｐＨꎬ 同时秸秆腐解

也会产生较多的低分子量有机酸如柠檬酸、 草酸和苹果酸等能够促进土壤矿物表面溶解和固定态

钾的释放ꎮ 如图 ５ 所示ꎬ ｐＨ 值为 ６ ０ 柠檬酸溶液与含钾矿物黑云母 (００１) 面反应ꎮ 矿物表面的

残片、 碎片和蚀坑位点[１０]最易发生溶解并伴随着层间钾离子的释放ꎮ 同时ꎬ 还田秸秆可以在腐

解初期通过 (ａ) 吸收水溶液而附着大量的钾离子ꎬ 也可以在腐解后期通过 ( ｂ) 化学途径和

(ｃ) 物理途径吸附钾离子[１１] ꎬ 降低土壤对钾素的固定作用 (图 ５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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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连续秸秆还田条件下水稻—冬油菜 ３ 年平均适宜钾肥用量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ｒｉｃｅ￣ｒａｐ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图 ５　 秸秆还田对土壤矿物钾释放与吸附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Ｋ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２ ６　 秸秆还田配施钾肥对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的影响

秸秆还田配施钾肥作物收获后各处理耕层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动态变化如图 ６ 所示ꎮ
不施钾肥 (￣Ｋ) 时ꎬ 耕层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均呈现明显降低的趋势ꎮ 与初始值相比ꎬ ＋ Ｋ 处

图 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连续秸秆还田配施钾肥对土壤钾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ｒａｗ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ｕｓ Ｋ￣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ｓｏｉｌ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注 (Ｎｏｔｅ): ＩＮ—初始值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ꎻ Ｒ—水稻 Ｒｉｃｅꎻ Ｏ—冬油菜 Ｗｉｎｔｅｒ ｏｉｌｓｅｅｄ ｒａｐｅ

理和 ＋ Ｓ 处理的速效钾含量基本维持不变ꎬ 但缓效钾含量在 ２０１３ 年油菜 (第四季作物) 收获后

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ꎮ 而 Ｓ ＋ Ｋ 处理的速效钾含量在第四季作物收获时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ꎬ
缓效钾含量则相反ꎬ 之后均趋向平衡ꎮ 因此ꎬ 长期秸秆还田配施钾肥可以有效缓解水旱轮作体系

土壤钾素亏缺状态并显著提高土壤速效钾含量最终建立各种形态钾之间的动态平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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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秸秆还田条件下ꎬ 中、 高钾土壤 (速效钾含量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ꎬ 水稻季钾肥用量可以比推荐

用量减少 ２０ ０％~ ４９ １％ ꎻ 而低钾土壤 (速效钾含量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不易盲目减少钾肥投入ꎮ
连续秸秆还田条件下ꎬ 水稻季年均钾肥用量可以减少 ４２ ２％ ꎬ 并能维持施钾肥的产量水平ꎻ

冬油菜年均钾肥用量可以减少 ３１ ２％ ꎬ 同时比施钾获得更高的产量水平ꎮ 长期秸秆还田配施钾

肥可以有效缓解水旱轮作体系土壤钾素亏缺状态并显著提高土壤有效钾含量ꎮ
短期秸秆还田会造成高钾土壤的钾肥吸收利用率下降ꎬ 但可明显提高中钾和低钾土壤的钾肥

吸收利用率ꎻ 长期秸秆还田对水稻和冬油菜的钾肥吸收利用率并没有显著影响ꎮ
秸秆还田有助于土壤矿物钾的释放ꎬ 同时还田秸秆腐解产物可通过界面物理吸附、 界面化学

吸附和溶液固持降低土壤对钾离子的固定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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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区不同施肥配方下燕麦肥料农学效率比较

田莉华∗ꎬ 周青平∗∗ꎬ 陈有军ꎬ 陈仕勇
(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院ꎬ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 为探索能够实现燕麦肥料农学效率最大化的施肥方案ꎬ 本研究实施了不同施肥配方处理ꎬ 以期为燕麦

合理施肥提供依据ꎮ 试验共设计了 ６４ 个施肥组合ꎬ 氮、 磷、 钾各设了 ４ 个施肥水平ꎬ 分别计算了不同处理下的

燕麦的氮肥、 磷肥和钾肥农学效率ꎮ 综合分析结果发现ꎬ 氮肥 ５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ꎬ 磷肥 (Ｐ２ Ｏ５ ) ６５ ~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ꎬ 钾

肥 (Ｋ２ Ｏ) ７５ ~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下氮磷钾农学效率较高ꎮ
关键词: 燕麦ꎻ 籽粒产量ꎻ 氮肥ꎻ 磷肥ꎻ 钾肥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Ｏａｔ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ｉａｎ Ｌｉｈｕａ∗ꎬ Ｚｈｏｕ Ｑｉｎｇｐｉ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Ｙｏｕｊｕｎꎬ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ｙｏｎｇ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ｏａｔ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ｏｏｆ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６４
ｋｉｎｄ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ｉｔｈ ４ ｌｅｖｅｌ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ꎬ
６５ － １０５ ｋｇ Ｐ２ Ｏ５ / ｈｍ２ ａｎｄ ７５ － １０５ ｋｇ Ｋ２ Ｏ / ｈｍ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ａｔꎻ Ｓｅｅｄ ｙｉｅｌｄꎻ Ｈａｙ ｙｉｅｌｄ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ꎻ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ꎻ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燕麦 (Ａｖｅｎ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 是高寒地区普遍种植的一种优良饲料作物ꎬ 鲜草产量可达 ９０ ｔ / ｈｍ２ꎬ
青刈茎叶较其他麦类作物的茎叶营养更为丰富ꎬ 适口性好ꎬ 易消化ꎬ 耐储藏ꎬ 是农牧区冬春补饲

和抗灾保畜的上佳饲草料ꎮ 由于燕麦耐贫瘠、 抗寒冷、 适合高寒地区气候条件下种植ꎬ 深受高寒

牧区农牧民群众的欢迎[１] ꎬ 是青藏高原农牧民 “圈窝子” 生产抗灾保畜优质饲草的主导品种ꎬ
为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２] ꎮ

氮磷钾肥在燕麦生长发育、 器官建成、 籽粒发育和产量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施肥是提高

燕麦籽粒和饲草产量和改善营养品质的重要措施之一ꎮ 但目前大面积生产中ꎬ 燕麦施肥存在施用

量不规范、 营养元素不协调、 施肥时间不科学等诸多问题ꎬ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燕麦种植中肥料的

投入与产出比值ꎬ 降低了肥料的经济效益ꎬ 同时不科学地施用将造成利用率低、 损失严重、 污染

环境等不良后果[３] ꎮ 为探究燕麦最适的施肥配方ꎬ 本研究实施了 ６４ 种施肥配方ꎬ 以探索能够实

现肥料农学效率最大化的施肥方案ꎬ 以期为燕麦合理施肥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青海省湟中县 (Ｎ ３６°２１′ꎬ Ｅ １０１°４７′)ꎬ 海拔 ２ ７００ ｍꎬ 年平均气温 ３ ７℃ ꎬ 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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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 田莉华ꎬ 助理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牧草育种及栽培方面的研究ꎮ
∗∗通信作者: 周青平ꎬ 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牧草育种及栽培方面的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Ｑｐｉｎｇｚｈ＠ ａｌｉｙｕｎ. ｃｏｍ



水量 ５５３ ｍｍꎬ 降雨集中在 ７—９ 月ꎬ 年蒸发量 １ ８３０ ｍｍꎬ ０℃ 以上积温为 ２ ７７３ ７℃ ꎮ 土壤属栗

钙土壤土ꎮ 前茬作物为马铃薯ꎮ
１ ２　 试验材料

试验燕麦品种为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草原所培育的青引 １ 号 ( Ａｖｅｎ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ｃｖ Ｑｉｎｇｙｉｎ
Ｎｏ １)ꎮ 试验肥料有尿素 ( 含 Ｎ 量 ４６％ )ꎬ 过磷酸钙 ( 含 Ｐ２ Ｏ５ １２％ )ꎬ 氯化钾 ( 含 Ｋ２ Ｏ
６０％ )ꎮ 磷钾肥做基肥ꎬ 氮肥在拔节期做追肥ꎮ 燕麦播量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条播播深 ３ ~ ４ ｃｍꎮ 无

灌溉ꎮ
１ ３　 试验设计

试验设氮磷钾肥 ３ 个因素ꎬ 各 ４ 个施肥水平ꎬ 氮 (纯 Ｎ) 水平: ０ꎬ ５０ꎬ ７５ꎬ １００ꎻ 磷

(Ｐ２Ｏ５) 水平: ０ꎬ ６５ꎬ １０５ꎬ １３５ꎻ 钾 (Ｋ２Ｏ) 水平: ０ꎬ ７５ꎬ １０５ꎬ １３５ꎻ 单位: ｋｇ / ｈｍ２ꎬ 共 ６４ 个

处理ꎮ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 共 １９２ 个小区ꎮ 小区面积 ３ ｍ × ４ ｍꎬ 完全随机区组排列ꎮ
于成熟期测量种子重量ꎮ 在每个小区各取 ３ 个 １ ｍ × １ ｍ 样方ꎬ 自然风干后称重ꎮ
氮肥农学效率 ＝ (施氮处理燕麦籽粒产量 － 不施氮处理燕麦籽粒产量) / 施氮量

磷肥农学效率 ＝ (施磷处理燕麦籽粒产量 － 不施磷处理燕麦籽粒产量) / 施磷量

钾肥农学效率 ＝ (施钾处理燕麦籽粒产量 － 不施钾处理燕麦籽粒产量) / 施钾量

用 Ｅｘｃｅｌ 处理数据ꎬ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进行均值差异性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施肥配方下氮肥农学效率比较 (图 １)
不施磷不施钾条件下ꎬ 氮肥农学效率最低ꎬ 仅为 ０ ７ ~ １ ４ ｋｇ / ｋｇꎬ 随着施氮量的增加ꎬ 氮肥

农学效率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ꎮ 低磷 (６５ ｋｇ / ｈｍ２ ) 水平下ꎬ 各钾肥水平下的磷肥效率仍较低ꎬ
最高仅为 １３ ９ ｋｇ / ｋｇꎬ 显著低于其他处理 ( Ｐ < ０ ０５ )ꎮ 随施磷量增加至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１３５ ｋｇ / ｈｍ２时ꎬ 氮肥农学效率均迅速增高ꎬ 施肥量为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下氮肥农学效率在磷肥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和钾肥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下达到最大值ꎬ 为 ４０ ３ ｋｇ / ｋｇꎬ 显著高于其他施肥配方 (Ｐ <
０ ０５)ꎮ 其次为磷肥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钾肥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施肥配方和磷肥 １３５ ｋｇ / ｈｍ２、 钾肥 １３５ ｋｇ / ｈｍ２

施肥配方ꎬ 氮肥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水平下的氮肥农学效率较高ꎮ 整体而言ꎬ 氮肥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水平下的氮

肥农学效率略高于其他施氮水平 (Ｐ < ０ ０５)ꎬ 磷肥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钾肥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施肥配方下氮

素农学效率较为稳定ꎮ
２ ２　 不同施肥配方下磷肥农学效率比较 (图 ２)

整体而言ꎬ 不施氮和低施氮水平下的磷肥农学效率较高ꎬ 施磷为 ６５ ｋｇ / ｈｍ２ 水平下的磷肥农

学效率在氮肥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钾肥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施肥配方下达到最高值ꎬ 高达 ２８ ９ ｋｇ / ｋｇꎬ 显著高于

其他施肥配方 (Ｐ < ０ ０５)ꎮ 随施氮量增加至 ５０ ~ １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磷肥利用率较低ꎬ 最高仅达到

１６ ｋｇ / ｋｇꎮ 综合分析发现ꎬ 磷肥 ６５ ~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水平下的磷肥农学效率略高于高施磷水平ꎬ 氮肥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钾肥 ７５ ~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施肥配方下的磷肥农学效率较高 (Ｐ < ０ ０５)ꎮ
２ ３　 不同施肥配方下钾肥农学效率比较 (图 ３)

不同施肥配方下钾肥农学效率差异较大ꎮ 氮肥 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磷肥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施肥配方下ꎬ 施

钾量为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水平下的钾肥农学效率达到峰值ꎬ 高达 ２４ １ ｋｇ / ｋｇꎬ 显著高于其他施肥配方

(Ｐ < ０ ０５)ꎮ 其次为氮肥 ０ ｋｇ / ｈｍ２、 磷肥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施肥配方ꎬ 施钾量为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水平下的

钾肥农学效率为 １５ ９ ｋｇ / ｋｇꎮ 综合分析下钾肥施量为 ７５ ~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下的钾肥的农学效率较高

(Ｐ < ０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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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施肥配方下氮肥的农学效率

图 ２　 不同施肥配方下磷肥的农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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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施肥配方下钾肥的农学效率

３　 讨论与结论

氮、 磷、 钾是燕麦生长的重要元素ꎬ 但大多局限在单施或两种肥料混施[４￣６] ꎬ 对 ３ 种肥料同

时混施的研究不多见ꎮ 本试验测定了使用不同氮、 磷、 钾肥配施时氮、 磷、 钾的农学效率ꎮ 结果

表明ꎬ ３ 种营养元素间相互作用影响了各配施方案下各营养元素的农学效率ꎮ 高钾肥施量下氮肥

农学效率较高ꎬ 但磷肥的农学效率偏低ꎮ 综合分析发现ꎬ 氮、 磷、 钾农学效率较高的施肥方案为

氮肥 ５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ꎬ 磷肥 (Ｐ２Ｏ５) ６５ ~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钾肥 (Ｋ２Ｏ) ７５ ~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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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马铃薯氮磷钾养分管理∗

段　 玉１∗∗ꎬ 张　 君１ꎬ 张三粉１ꎬ 景宇鹏１ꎬ 王　 博１ꎬ 栗艳芳１ꎬ 李书田２

( １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检测技术研究所ꎬ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３１ꎻ
２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北京办事处ꎬ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为了构建马铃薯生产中氮磷钾养分管理的科学方法ꎬ 采用多年多点田间试验方法ꎬ 研究了马铃薯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Ｌ ) 施用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 农学效率、 养分利用率、 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等ꎬ 以及产量

反应与农学效率的相关关系ꎬ 基于土壤养分含量与相对产量的相关关系确定的土壤养分丰缺指标等ꎮ 结果表明ꎬ
施用 ＮＰＫ 肥的产量反应分别为 ４ ２ ｔ / ｈｍ２ 、 ３ ６ ｔ / ｈｍ２ 和 ２ ７ ｔ / ｈｍ２ ꎬ 农学效率 ( ＡＥＮ、 ＡＥＰ 和 ＡＥＫ ) 分别为

２７ ５ ｋｇ、 ４６ ６ ｋｇ 和 ２９ ３ ｋｇꎮ 施用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 (ｘ) 与缺素区的相对产量 ( ｙ) 和农学效率 ( ｙ) 之间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 可以采用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进行马铃薯的施肥推荐ꎮ 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吸收 Ｎ、 Ｐ２ Ｏ５ 和 Ｋ２ Ｏ 分别为 ５ ５９ ｋｇ / ｔ、 １ ５２ ｋｇ / ｔ 和 ６ １３ ｋｇ / ｔꎬ 由此参数可确定一定马铃薯产量下的养分

吸收量ꎮ 土壤速效氮磷钾含量 (ｘ) 和缺氮区相对产量 (ｙ) 之间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ꎬ 依据这一相关关系可

以确定内蒙古马铃薯生产的土壤矿质氮、 土壤有效磷和土壤交换性钾的养分丰缺指标ꎬ 可以指导测土推荐施肥ꎮ
马铃薯可以采用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进行施肥推荐ꎮ 对于氮素养分推荐施肥ꎬ 主要依

据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ꎮ 而对于磷、 钾推荐ꎬ 除考虑肥效外ꎬ 要考虑土壤养分平衡ꎬ 主要基于产量反应和一定

目标产量下作物的移走量给出推荐施肥量ꎮ
关键词: 马铃薯ꎻ 氮磷钾肥ꎻ 产量反应ꎻ 农学效率ꎻ 丰缺指标ꎻ 施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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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营养价值较高、 容易栽培、 产量较高ꎬ 马铃薯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Ｌ ) 在世界各地广

泛种植ꎬ 是世界上仅次于水稻、 小麦、 玉米的四大粮食作物之一ꎮ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生

产国ꎬ 马铃薯播种面积是仅次于大豆的第五大作物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平均马铃薯播种面积平均为

５４７ 万公顷ꎬ 总产达 ９ ０８１万吨ꎬ 占世界总产量的 ２５％ 左右ꎮ 西部地区是我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ꎬ
四川、 甘肃、 贵州、 内蒙古和云南 ５ 个省 (区) 的播种面积约占全国总播面积的 ６０％ ꎬ 产量占

全国总产量的 ５５％ (图 １)ꎮ 内蒙古是我国马铃薯主产区之一ꎬ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ꎬ 全区马铃薯播种

面积平均为 ６４ ５ 万公顷ꎬ 占全国的 １２％ ꎬ 总产占全国的 １０％ [１] (图 １)ꎮ

图 １　 我国马铃薯播种面积总产

Ｆｉｇ １　 Ｐｏｔ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马铃薯是浅根系块茎类作物ꎬ 通常种植在沙土地和排水良好的土壤上ꎬ 这种类型的土壤由于

保水保肥能力差ꎬ 易造成硝酸盐等养分的淋失ꎬ 使得马铃薯养分管理更加困难ꎮ 科学合理施肥是

保证产量、 降低投入、 增加品质的重要途径[２] ꎮ 马铃薯吸收钾素最多ꎬ 其次是氮素ꎬ 吸收的磷

素最少ꎬ 生产 １ ０００ ｋｇ 马铃薯吸收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分别为 ５ ３２ ｋｇ、 １ ４２ ｋｇ 和 ６ ０１ ｋｇ[２￣３] ꎮ 马铃

薯生产中由于过量施肥和施肥不平衡现象比较普遍ꎬ 导致肥料利用率较低ꎬ 施肥效益低下ꎬ 甚至

增产不增收ꎬ 不平衡施肥是限制该区域马铃薯产量和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ＮＰＫ 肥平衡施用对

提高马铃薯产量和品质有巨大潜力ꎬ 然而ꎬ 由于缺乏科学的信息和推荐方法ꎬ 种植者不知道应该

施用多少氮磷钾肥ꎮ 常用的推荐施肥方法是采用土壤测试ꎬ 可以有效地用于指导施肥ꎬ 但土壤测

试氮磷钾的临界水平难以确定ꎮ 另一种方法是基于产量反应与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ꎬ 已在小

麦和玉米上进行了大面积应用[４￣５] ꎮ 再一种推荐施肥量的方法是基于土壤和植物系统的养分平

衡ꎮ 然而ꎬ 施用氮磷钾的产量反应、 养分利用率、 土壤养分供应和生产潜力及马铃薯块茎和植株

氮磷钾的吸收和土壤氮磷钾的临界水平之间的关系等相关研究缺乏ꎮ 本文采用多年多点试验ꎬ 研

究明确马铃薯施用氮磷钾养分的产量反应ꎬ 建立科学的马铃薯生产的养分推荐ꎬ 为马铃薯最佳养

分管理提供技术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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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在内蒙古武川县 (６２ 个)、 察右中旗 (２０ 个) 和固阳县 (３４ 个) 的不同试验

地块共进行 １１６ 项次试验ꎮ 试验地土壤为栗钙土ꎬ 沙壤ꎬ 土壤养分状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供试土壤养分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ｒｉａｌｓ

土壤有机质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ｍ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ｐＨ
ｐＨ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１２ ５)

施氮量
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ｋｇ / ｈｍ２ )

施磷量
Ｐ２ Ｏ５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ｋｇ / ｈｍ２ )

施钾量
Ｋ２ Ｏ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ｋｇ / ｈｍ２ )

Ｍｉｎ ３ ３ ２３ ０ ４ ６ ５９ ０ ７ ７ ４５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Ｍａｘ ３８ ３ １５２ ０ ３０ ９ ３２５ ０ ８ ９ ３００ ０ １５０ ０ ２２５ ０
Ｍｅａｎ １５ ７ ６８ ５ ９ ５ １１７ ０ ８ ２ １７２ ３ ７５ ２ ９４ ２
Ｓｔｄｅｖ ７ ４１ ２６ ７２ ４ ３７ ５０ ０２ ０ ２４ ４８ ５８ ２２ ９２ ３７ ６３

１ ２　 试验处理

试验设 ４ 个处理: ＯＰＴ (ＮＰＫ)ꎬ ＯＰＴ￣Ｎꎬ ＯＰＴ￣Ｐꎬ ＯＰＴ￣Ｋꎮ ＯＰＴ (ＮＰＫ): Ｎ、 Ｐ、 Ｋ 化肥配合

施用的最优施肥处理ꎬ 由中加合作实验室推荐[６￣８] ꎻ ＯＰＴ￣Ｎ: 不施氮肥处理ꎬ 即在 ＯＰＴ 的基础上

减去氮肥ꎻ ＯＰＴ￣Ｐ: 不施磷肥处理ꎬ 即在 ＯＰＴ 的基础上减去磷肥ꎻ ＯＰＴ￣Ｋ: 不施钾肥处理ꎬ 即在

ＯＰＴ 的基础上减去钾肥ꎮ 推荐用量为 ４５ ~ ３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ꎬ ３０ ~ １５０ ｋｇ Ｐ２Ｏ５ / ｈｍ２ꎬ ３０ ~ ２２５ ｋｇ
Ｋ２Ｏ / ｈｍ２ꎬ 平均 Ｎ￣Ｐ２Ｏ５ ￣Ｋ２Ｏ 为 １７２ ３￣７５ ２￣９４ ２ꎮ

供试马铃薯品种为克新一号ꎮ 试验用氮肥为尿素ꎬ 按 Ｎ ４６％ 计算ꎬ 磷肥为重过磷酸钙ꎬ 按

Ｐ２Ｏ５ ４６％ 计算ꎬ 钾肥为氯化钾ꎬ 按 Ｋ２Ｏ ６０％ 计算ꎬ 磷钾肥全部做基肥一次深施ꎬ 氮肥 ４０％ 基

施ꎬ ６０％ 在生育期间追施ꎮ 田间管理同一般生产田ꎮ
１ ３　 分析方法

收获时各处理分别收获记产ꎬ 并随机取样 ３ 株ꎬ 测定茎、 叶和块茎的鲜重ꎬ 切碎后 ８０℃ 烘

干测定茎、 叶和块茎干物质重ꎬ 混匀后粉碎ꎬ 过 ２ ｍｍ 筛备用ꎮ 植株样品用 Ｈ２ＳＯ４—Ｈ２Ｏ２ 消解

后ꎬ 全氮用凯氏定氮法ꎬ 全磷用钒钼黄比色法ꎬ 全钾用火焰光度法测定ꎮ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某元素的相对产量 ＲＹ (％ ) ＝ 缺该元素区产量 Ｙ０ / 全肥区产量 Ｙ × １００
某养分元素的产量反应 ＹＲ (ｔ / ｈｍ２) ＝ 全肥区产量 Ｙ － 缺该元素区产量 Ｙ０

某养分元素的农学效率 ＡＥ (ｋｇ / ｋｇ) ＝ (全肥区产量 Ｙ －缺该养分区产量 Ｙ０) / 该养分施入量 Ｆ
某养分元素的利用率 ＮＵＥ (％ ) ＝ (全肥区该元素吸收量 ＮＵ － 缺该元素区养分吸收量

ＮＵ０) / 全肥区该元素养分用量 Ｆ × １００
某养分元素的吸收量 ＮＲ (ｋｇ / ｔ) ＝ 全肥区该元素吸收量 ＮＵ / 全肥区产量 Ｙ

１ ４　 统计分析

缺素区的相对产量、 施肥的产量反应、 农学效率、 ＮＰＫ 的养分利用率的频率分布图和统计

表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包ꎮ
分别用对数曲线模型来描述产量反应与相对产量和产量反应与农艺效率之间的关系ꎮ 用对数

曲线模型来描述土壤速效养分含量与缺素区相对产量之间的关系ꎮ 回归方程的系数值 (Ｒ２ ) 和

测定值由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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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缺氮磷钾区的相对产量 (ＲＹ)
整理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进行的 １１６ 项次马铃薯田间试验ꎬ 结果见表 ２ꎮ 马铃薯 ＮＰＫ 处理的产

量水平为 ５ ３ ~ ６０ ２ ｔ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２２ ４ ｔ / ｈｍ２ꎻ ＰＫ 的产 量 为 ４ ２ ~ ５１ ２ ｔ / ｈｍ２ꎬ 平 均

１８ ９ ｔ / ｈｍ２ꎻ ＮＫ 为 ４ ４ ~ ５１ ４ ｔ / ｈｍ２ꎬ 平 均 １９ ５ ｔ / ｈｍ２ꎻ ＮＰ 为 ４ ９ ~ ５５ ５ ｔ / ｈｍ２ꎬ 平 均

１９ ７ ｔ / ｈｍ２ꎮ 采用中加合作实验室进行的养分推荐用量 (ＮＰＫ) 的产量都是最高的且与缺素处理

存在显著差异ꎬ 说明中加合作实验室的推荐用量是合理的ꎮ

表 ２　 施用 ＮＰＫ 养分对马铃薯的相对产量、 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ＰＫ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ＲＹ)ꎬ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ＹＲ) ａｎｄ ＡＥ ｏｎ ｐｏｔａｔｏ

项　 别

块茎产量
Ｔｕｂ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ｔ / ｈｍ２ )

相对产量
ＲＹ (％ )

产量反应
(ｔ / ｈｍ２ )

农学效率
(ｋｇ / ｋｇ)

ＮＰＫ ＰＫ ＮＫ ＮＰ ＲＹＮ ＲＹＰ ＲＹＫ ＹＲＮ ＹＲＰ ＹＲＫ ＡＥＮ ＡＥＰ ＡＥＫ

数量 ｎ １１６　 ６２ ６２ １１６　 ６２ ６２ １１６　 ６２ ６２　 １１６　 ６２ ６２ １１６
平均 Ｍｅａｎ 　 ２２ ４ １８ ９ １９ ５ 　 １９ ７ ８１ ７ ８４ ５ 　 ８７ ８ ４ ２ 　 ３ ６ 　 ２ ７ ２７ ５ ４６ ６ ２９ ３
标准差 Ｓｔｄｅｖ １１ ３ １１ ５ １１ ６ １０ ２ ８ １ ７ ７ ７ １ ３ １ ３ ２ ２ ３ １８ ７ ３２ ７ ２０ ７
最小值 Ｍｉｎ ５ ３ ４ ２ ４ ４ ４ ９ ５５ ７ ６１ ５ ６９ ８ ０ ７ ０ ２ ０ ２ ４ ６ １ ８ １ ７
最大值 Ｍａｘ ６０ ２ ５１ ２ ５１ ４ ５５ ５ ９７ ３ ９８ ８ ９９ １ １２ ６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９０ ３ １３３ ３ ９５ ０

百分位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２５ 　 １３ ３ 　 ９ ８ 　 １０ ４ 　 １１ ５ 　 ７６ ７ 　 ８０ ０ ８１ ９ 　 １ ９ 　 １ ４ 　 　 １ ２ 　 １２ ５ 　 ２０ ４ 　 １４ ７
５０ ２０ ８ １６ ９ １６ ５ １８ ３ ８１ ８ ８３ ５ ８９ ２ ２ ９ ２ ３ ２ ０ ２６ ５ ３８ ０ ２３ ９
７５ ２９ ０ ２５ ６ ２６ ６ ２６ ３ ８８ ４ ９０ １ ９３ ３ ６ ２ ４ ５ ３ ３ ３６ ９ ６５ ９ ３９ ８

马铃薯缺素区的相对产量 (不施用氮磷钾肥) 是缺素 ( Ｎ、 Ｐ、 Ｋ) 处理占全肥区 ( ＮＰＫ)
处理的百分数ꎬ 它反映了该元素对马铃薯产量影响的重要程度ꎮ 不施氮肥的相对产量 (ｎ ＝ ６２)
为 ５５ ７％~ ９７ ３％ ꎬ 平均为 ８１ ７％ ꎬ 其频率分布如图 ２ａꎬ 出现频率较高的是 ７５％ ~ ９０％ ꎬ 占

７２ ５％ ꎮ 不施磷肥的相对产量 (ｎ ＝ ６２) 为 ６１ ５％ ~ ９８ ８％ ꎬ 平均为 ８４ ５％ ꎬ 其频率分布如图

２ｂꎬ 出现频率较高的是 ７５％ ~ ９０％ ꎬ 占 ６４ ５％ ꎮ 不施钾肥的相对产量 ( ｎ ＝ １１６) 为 ６９ ８％ ~
９９ １％ ꎬ 平均为 ８７ ８％ ꎬ 其频率分布如图 ２ｃꎬ 出现频率较高的是 ８０％~ ９５％ ꎬ 占 ７２ ４％ ꎮ 从中

可以看出ꎬ 氮肥是影响马铃薯产量的主要因素ꎬ 其次是磷肥ꎬ 钾肥对产量的影响相对最小ꎮ

图 ２　 不施氮磷钾肥的相对产量的频率分布

Ｆｉｇ 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ｂｙ ＮＰ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ＮＰ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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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施用氮磷钾肥的马铃薯产量反应 (ＹＲ)
施用氮磷钾肥对马铃薯块茎产量影响极显著ꎬ 在 ＰＫ 的基础上施用氮肥ꎬ 增产 ２ ８％ ~

７９ ４％ ꎬ 平均为 ２３ ３％ ꎻ 在 ＮＫ 基础上增施磷肥增产 １ ３％~ ６２ ７％ ꎬ 平均为 １８ ９％ ꎻ 在 ＮＰ 基础

上增施氮肥增产 ０ ９％~ ４３ ２％ ꎬ 平均为 １４ ７％ ꎮ 氮肥效果 > 磷肥效果 > 钾肥效果ꎮ
施用氮磷钾肥区 (ＯＰＴ) 比缺素区 (ＯＰＴ￣Ｎꎬ ＯＰＴ￣Ｐꎬ ＯＰＴ￣Ｋ) 的马铃薯产量增加值称为缺

该元素的产量反应ꎮ 施用氮肥的产量反应范围为 ０ ７ ~ １２ ６ ｔ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４ ２ ｔ (ｎ ＝ ６２)ꎬ 频率

分布表明 (图 ３ａ)ꎬ １ ~ ５ ｔ / ｈｍ２ 占 ６１％ ꎬ > ５ ｔ / ｈｍ２ 占 ３２％ ꎬ < １ ｔ / ｈｍ２ 占 ７％ ꎻ 施用磷肥的产量

反应范围为 ０ ２ ~ １６ ０ ｔ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３ ６ ｔ / ｈｍ２ (ｎ ＝ ６２)ꎬ 频率分布表明 (图 ３ｂ)ꎬ ０ ~ ５ ｔ / ｈｍ２

占 ８１％ ꎬ > ５ ｔ / ｈｍ２ 占 １９％ ꎻ 施用钾肥的产量反应范围为 ０ ２ ~ １３ ０ ｔ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２ ７ ｔ / ｈｍ２

(ｎ ＝ ６２) 频率分布表明 (图 ３ｃ)ꎬ ０ ~ ４ ｔ / ｈｍ２ 占 ８２％ ꎬ > ４ ｔ / ｈｍ２ 占 １８％ ꎮ

图 ３　 施用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的频率分布

Ｆｉｇ 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ｙ Ｋ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ｔａｔｏ

２ ３　 施用氮磷钾肥的农学效率 (ＡＥ)
施用氮肥每千克 Ｎ 增产马铃薯块茎 ４ ６ ~ ９０ ３ ｋｇꎬ 平均为 ２７ ５ ｋｇꎬ 频率分布表明 (图 ４ａ)ꎬ

１０ ~ ４０ ｋｇ 占 ６４ ５％ ꎬ > ４０ ｋｇ 占 １６ １％ ꎬ < １０ ｋｇ 占 １９ ４％ ꎻ 施用磷肥每千克 Ｐ２Ｏ５ 增产马铃薯

块茎 １ ８ ~ １３３ ３ ｋｇꎬ 平均为 ４６ ６ ｋｇꎬ 频率分布表明 (图 ４ｂ)ꎬ ２０ ~ ７０ ｋｇ 占 ７７％ ꎬ > ７０ ｋｇ 占

１５％ ꎬ < ２０ ｋｇ 占 ８％ ꎻ 施用钾肥每千克 Ｋ２Ｏ 增产马铃薯块茎 １ ７ ~ ９５ ０ ｋｇꎬ 平均为 ２９ ３ ｋｇꎬ 频

率分布表明 (图 ４ｃ)ꎬ １５ ~ ４０ ｋｇ 占 ５０％ ꎬ > ４０ ｋｇ 占 ２４％ ꎬ < １５ ｋｇ 占 ２６％ ꎮ

图 ４　 施用氮磷钾肥的农学效率的频率分布

Ｆｉｇ 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Ｐ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 ４　 施用 ＮＰＫ 肥的肥料利用率 (ＮＵＥ)
施用氮肥利用率 (ＮＵＥＮꎬ Ｎ) 为 １５ ７％~ ５７ ７％ ꎬ 平均为 ３１ ８％ ꎬ 频率分布表明 (表 ３ꎬ 图

５ａ)ꎬ ２０％ ~ ４０％ 占 ８６ ５％ ꎬ > ４０％ 占 １０ ８％ ꎬ < ２０％ 占 ２ ７％ ꎻ 施用磷肥利用率 (ＮＵＥ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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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Ｏ５) 为 ７ ５％ ~ ２０ ９％ ꎬ 平 均 为 １５ ３％ ꎬ 频 率 分 布 表 明 ( 图 ５ｂ )ꎬ １３％ ~ ２０％ 占

６４ ９％ ꎬ > ２０％ 占 ８ １％ ꎬ < １３％ 占 ２７ ０％ ꎻ 施用钾肥的钾肥利用率 (ＮＵＥＫꎬ Ｋ２Ｏ) 为 １０ ２％~
９２ ６％ ꎬ 平均为 ３７ ４％ ꎬ 频率分布表明 (图 ５ｃ)ꎬ ２０％ ~ ５５％ 占 ８１ ３％ ꎬ > ５５％ 占 ８ ８％ ꎬ <
２０％ 占 ９ ９％ ꎮ

表 ３　 施用 ＮＰＫ 养分对马铃薯养分利用率和吸收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ＵＥ ａｎｄ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ＮＰＫ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ｏｔａｔｏ

项　 别
肥料利用率 ＮＵＥ (％ ) 每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吸收养分量 ＮＲ (ｋｇ / ｔ)

ＮＵＥＮ ＮＵＥＰ ＮＵＥＫ ＮＲＮ ＮＲＰ ＮＲＫ

数量 ｎ ３７ ３７ ９１ ３６ ３６ ９０
平均 Ｍｅａｎ ３１ ８ １５ ３ ３７ ４ ５ ６ １ ５ ６ １
标准差 Ｓｔｄｅｖ ８ ３ ３ ５ １４ ２ １ ４ ０ ４ １ ９
最小值 Ｍｉｎ １５ ７ ７ ５ １０ ２ ３ １ ３
最大值 Ｍａｘ ５７ ７ ２０ ９ ９２ ６ ８ ３ １４

百分位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２５ 　 ２４ ８ 　 １２ ８ 　 ２５ ８ 　 ４ ３ 　 １ ２ 　 ４ ９
５０ ３１ ５ １４ ６ ３９ １ ５ ３ １ ５ ５ ７
７５ ３５ ７ １８ ３５ ４６ ６ ６ ９ １ ８ ６ ８

图 ５　 马铃薯施用氮磷钾肥的利用率频率分布

Ｆｉｇ 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ＵＥ ｏｆ ＮＰＫ

２ ５　 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养分吸收量 (ＮＲ)
施用氮肥的基础上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吸收氮素 (Ｎ) 为 ３ ０ ~ ８ ０ ｋｇꎬ 平均为 ５ ５９ ｋｇ / ｔꎬ 频率分

布表明 (表 ３ꎬ 图 ６ａ)ꎬ ４ ０ ~ ６ ０ ｋｇ / ｔ 占 ６２％ ꎬ > ６ ０ ｋｇ / ｔ 占 ３０％ ꎬ < ４ ０ ｋｇ / ｔ 占 ８％ ꎻ 施用磷

肥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吸收 Ｐ２Ｏ５ 为 １ ０ ~ ３ ０ ｋｇꎬ 平均为 １ ５２ ｋｇ / ｔꎬ 频率分布表明 (图 ６ｂ)ꎬ １ ０ ~
２ ０ ｋｇ / ｔ 占 ８３％ ꎬ > ２ ０ ｋｇ / ｔ 占 １４％ ꎬ < １ ０ ｋｇ / ｔ 占 ３％ ꎻ 施用钾肥的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吸收 Ｋ２Ｏ 为

３ ０ ~ １４ ０ ｋｇꎬ 平均为 ６ １３ ｋｇ / ｔꎬ 频率分布表明 (图 ６ｃ)ꎬ ４ ０ ~ ８ ０ ｋｇ / ｔ 占 ８８％ ꎬ > ８ ０ ｋｇ / ｔ 占
８％ ꎬ < ４ ０ ｋｇ / ｔ 占 ４％ ꎮ
２ ６　 产量反应与相对产量和农学效率的相互关系

施用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 (ｘ) 与缺素区的相对产量 (ｙ)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图 ７)ꎬ 施

用氮肥为 ｙＮ ＝ － ６ １０７ｌｎ ( ｘ) ＋ ８８ ８６１ (Ｒ２ ＝ ０ ３１４５∗ꎬ ｎ ＝ ６２)ꎻ 施用磷肥为 ｙＰ ＝ － ６ ０５８ｌｎ
(ｘ) ＋ ９０ ２３１ (Ｒ２ ＝ ０ ４５５１∗∗ꎬ ｎ ＝ ６２ )ꎻ 施用氮肥为 ｙＫ ＝ － ６ ２７ｌｎ ( ｘ) ＋ ９１ ８３４ ( Ｒ２ ＝
０ ５９７６∗∗ꎬ ｎ ＝ １１６)ꎮ 相对产量较高表明土壤本身供肥能力较强ꎬ 土壤本身生产能力和可获得的

产量差距较小ꎬ 这样施肥后产量反应也较小ꎮ 这种情况也在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中也有相同的

表现[４￣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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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马铃薯施用氮磷钾肥的养分吸收量频率分布

Ｆｉｇ 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ＮＰＫ

图 ７　 产量反应与相对产量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施用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 (ｘ) 和农学效率 (ｙ) 之间也有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图 ８)ꎬ
表明产量反应越高农学效率越大ꎮ 施用氮肥为 ｙＮ ＝ １７ ９４ｌｎ (ｘ) ＋ ６ ４０１ (Ｒ２ ＝ ０ ５５６２∗∗ꎬ ｎ ＝
６２)ꎻ 施用磷肥为 ｙＰ ＝ ３０ ６５２ｌｎ ( ｘ) ＋ １７ ５９９ ( Ｒ２ ＝ ０ ７１９∗∗ꎬ ｎ ＝ ６２ )ꎻ 施用氮肥为 ｙＫ ＝
１８ ６７６ｌｎ (ｘ) ＋ １７ ３３９ (Ｒ２ ＝ ０ ６２３５∗∗ꎬ ｎ ＝ １１６)ꎮ

通常产量反应越小表明土壤的肥力越高ꎬ 导致农学效率较低ꎻ 相反ꎬ 产量反应越高意味着土

壤供肥能力越低ꎬ 因而施肥农学效率 (ＡＥ) 相对较高ꎮ 基于这一相关关系ꎬ 能够通过给定的产

量反应进行推荐施肥ꎮ

图 ８　 产量反应与农学效率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 ７　 土壤氮磷钾养分丰缺指标记马铃薯施肥推荐

土壤测试值是评价土壤肥力的重要依据ꎬ 可以用于指导马铃薯生产的推荐施肥ꎮ 土壤矿质氮

(ｘ) 和缺氮区相对产量 (ｙＮ ) 之间可以用对数曲线表达: ｙＮ ＝ １２ ５８５ｌｎ (ｘ) ＋ ２９ ７８７ (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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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２２ ３∗ꎬ ｎ ＝ ６２)ꎻ 土壤有效磷 (ｘ) 和缺磷区相对产量 (ｙＰ) 之间也可用对数曲线表达: ｙＰ ＝
１６ ４１７ｌｎ (ｘ) ＋ ４９ １５２ (Ｒ２ ＝ ０ ６３６ １∗∗ꎬ ｎ ＝ ６２)ꎻ 土壤速效钾 (ｘ) 和缺钾区相对产量 ( ｙＫ )
之间也可用对数曲线表达: ｙＫ ＝ １４ ５９ｌｎ (ｘ) ＋ １９ ３２３ (Ｒ２ ＝ ０ ５１２ ６∗∗ꎬ ｎ ＝ １１６) (图 ９)ꎮ

如果把缺素区相对产量低于 ７０％ 设定为土壤养分极缺水平ꎬ 相对产量 ７０％ ~ ８０％ 为缺乏水

平ꎬ 相对产量 ８０％~ ９０％ 为中等水平ꎬ 相对产量 ９０％~ ９５％ 为丰富水平ꎬ 相对产量大于 ９５％ 为极

丰富水平ꎬ 共 ５ 个等级ꎬ 从而可通过基于上述 ３ 个回归方程计算确定内蒙古马铃薯生产的土壤矿

质氮、 土壤有效磷和土壤交换性钾的养分丰缺指标 (表 ４)ꎮ
可见土壤矿质氮大于 １２０ ｍｇ / ｋｇ 为土壤氮素丰富水平ꎬ 可以不施氮肥ꎮ 土壤有效磷达到

１２ ｍｇ / ｋｇ以上时ꎬ 说明土壤磷素比较丰富ꎬ 不需要施用磷肥ꎮ 土壤速效钾达到 １２７ ｍｇ / ｋｇ 以上

时ꎬ 说明土壤钾素比较丰富ꎬ 可以不施钾肥ꎮ

表 ４　 土壤养分丰缺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丰缺评价
Ｒｉｃｈ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丰缺值 ｖａｌｕｅ
土壤养分丰缺指标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ｍｇ / ｋｇ)

矿质氮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速效钾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Ｋ

极丰富 Ｖｅｒｙ ｒｉｃｈ > ９５％ １７８ １６ １７９
丰富 Ｒｉｃｈ ９０％~ ９５％ １２０ ~ １７８ １２ ~ １６ １２７ ~ １７９

中等 Ｍｅｄｉｕｍ ８０％~ ９０％ ５４ ~ １２０ ７ ~ １２ ６４ ~ １２７
缺乏 Ｌａｃｋ ７０％~ ８０％ ２４ ~ ５４ ４ ~ ７ ３２ ~ ６４

极缺 Ｖｅｒｙ ｌａｃｋ < ７０％ ２４ ４ ３２

图 ９　 土壤养分状况与相对产量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推荐养分量 ＝ (目标产量吸收养分量 － 土壤养分供应量) / 养分利用率

但本方法需要取土测试ꎬ 针对每一农户田块进行测土推荐施肥存在困难ꎮ
基于施肥的产量反应与农学效率 (ＡＥ) 的推荐施肥量 (Ｆ) 如下:
Ｆ (Ｎ 或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 ＝ ＹＲ / ＡＥ (ＡＥＮ 或 ＡＥＰ 或 ＡＥＫꎬ ｋｇ / ｋｇ)
式中: Ｆ 是推荐养分量 (ｋｇ / ｈｍ２)ꎮ ＹＲ 是施用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 ( ｔ / ｈｍ２ )ꎬ 施用氮肥的

产量反应为 ０ ７ ~ １２ ６ ｔ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４ ２ ｔ / ｈｍ２ꎻ 施用磷肥的产量反应为 ０ ２ ~ １６ ０ ｔ / ｈｍ２ꎬ 平均

为 ３ ６ ｔ / ｈｍ２ꎻ 施用钾肥的产量反应为 ０ ２ ~ １３ ０ ｔ / ｈｍ２ꎬ 平均为 ２ ７ ｔ / ｈｍ２ꎻ 详见 ２ ２ꎮ ＡＥ 是施

肥的农学效率ꎬ 即每千克养分增产的块茎产量 ( ｋｇ / ｋｇ)ꎬ 施用氮肥每千克 Ｎ 增产马铃薯块茎

４ ６ ~ ９０ ３ ｋｇꎬ 平均为 ２７ ５ ｋｇꎻ 施用磷肥每千克 Ｐ２Ｏ５ 增产马铃薯块茎 １ ８ ~ １３３ ３ ｋｇꎬ 平均为

４６ ６ ｋｇꎻ 施用钾肥每千克 Ｋ２Ｏ 增产马铃薯块茎 １ ７ ~ ９５ ０ ｋｇꎬ 平均为 ２９ ３ ｋｇꎻ 详见 ２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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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ＹＲ ＝ (１ － ＲＹ) × Ｙａꎬ 那么 Ｆ ＝ (１ － ＲＹ) × Ｙａ / ＡＥ
其中: ＲＹ 是特定土壤养分测试水平下的相对产量 (％ )ꎬ 如果已知土壤养分的测定值ꎬ 那

么 ＲＹ 可用图 ７ 中的土壤养分测定值与相对产量之间的回归方程进行估计ꎬ 也可由多年试验结果

进行估计ꎻ Ｙａ 是施肥获得的产量 (生产实践中的目标产量) (ｋｇ / ｈｍ２)ꎮ
对于氮素养分推荐施肥ꎬ 主要依据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ꎬ 在内蒙古阴山北麓马铃薯种植区域

平均氮素的推荐用量 ＝ ４ ２ ｔ / ｈｍ２ × １ ０００ / ２７ ５ ｋｇ / ｋｇ ＝ １５２ ７ ｋｇ / ｈｍ２ꎮ
而对于磷、 钾推荐ꎬ 除考虑肥效外ꎬ 要考虑土壤养分平衡ꎬ 主要基于产量反应和一定目标产

量下作物的移走量给出推荐施肥量 (施磷或钾量 ＝ 作物产量反应施磷或施钾量 ＋ 目标产量收获

物移走量)ꎮ
通过本文相关参数可知ꎬ 在内蒙古阴山北麓马铃薯种植区域如果目标产量 ４５ ｔ / ｈｍ２ꎬ Ｐ２Ｏ５

的推荐用量平均为 ３ ６ ｔ / ｈｍ２ × １ ０００ / ４６ ６ ｋｇ / ｋｇ ＋ ４５ ｔ / ｈｍ２ × １ ５２ ｋｇ / ｔ ＝ １４６ ｋｇ / ｈｍ２ꎮ 在内蒙古

阴山北麓马铃薯种植区域如果目标产量 ４５ ｔ / ｈｍ２ꎬ Ｋ２Ｏ 的推荐用量平均为 ２ ７ ｔ / ｈｍ２ × １ ０００ /
２９ ３ ｋｇ / ｋｇ ＋ ４５ ｔ / ｈｍ２ × ６ １３ ｋｇ / ｔ ＝ ３６８ ｋｇ / ｈｍ２ꎮ

３　 结论与讨论

缺素区的马铃薯相对产量越高表明缺少该养分元素对产量的影响较小ꎬ 反之对产量影响较

大ꎮ 本研究表明不施氮肥的相对产量为 ８１ ７％ ꎬ 不施磷肥的相对产量为 ８４ ５％ ꎬ 不施钾肥的相

对产量为 ８７ ８％ ꎮ 从中看出ꎬ 氮肥是影响马铃薯产量的主要因素ꎬ 其次是磷肥ꎬ 钾肥对产量的

影响相对最小ꎮ
马铃薯施用 ＮＰＫ 肥的产量反应分别为 ４ ２ ｔ / ｈｍ２、 ３ ６ ｔ / ｈｍ２ 和 ２ ７ ｔ / ｈｍ２ꎮ 施用氮肥的农学

效率 (ＡＥＮ) 为 ２７ ５ ｋｇ / ｋｇꎬ 施用磷肥的农学效率 (ＡＥＰ ) 为 ４６ ６ ｋｇ / ｋｇꎬ 施用钾肥的农学效率

(ＡＥＫ) 为 ２９ ３ ｋｇ / ｋｇꎮ
施用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 (ｘ) 与缺素区的相对产量 (ｙ)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ꎬ 相对产量

较高表明土壤本身供肥能力较强ꎬ 土壤本身生产能力和可获得的产量差距较小ꎬ 这样施肥后的产

量反应也较小ꎮ 施用氮磷钾肥的产量反应 (ｘ) 和农学效率 (ｙ) 之间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
通常产量反应越小表明土壤的肥力越高ꎬ 导致农学效率较低ꎻ 相反ꎬ 产量反应越高意味着土壤供

肥能力越低ꎬ 因而施肥的农学效率 (ＡＥ) 相对较高ꎮ 可以采用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

推荐施肥方法[４￣５]进行马铃薯的施肥推荐ꎮ
生产单位产量马铃薯块茎需要吸收的养分量受土壤养分供应状况、 栽培管理技术和气候条件

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其数值不是绝对稳定的而是相对的ꎮ 试验研究表明ꎬ 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吸收氮素

(Ｎ) 为 ５ ５９ ｋｇ / ｔꎬ 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吸收 Ｐ２Ｏ５ 为 １ ５２ ｋｇ / ｔꎬ 生产 １ ｔ 马铃薯吸收 Ｋ２Ｏ 为

６ １３ ｋｇ / ｔꎮ 可以依据这些参数确定一定马铃薯产量下的养分吸收量ꎮ
土壤测试值是评价土壤肥力的重要依据ꎬ 可以用于指导马铃薯生产的推荐施肥ꎮ 土壤速效氮

磷钾含量 (ｘ) 和缺氮区相对产量 (ｙ) 之间有较好的线性相关关系ꎬ 依据这一相关关系可以确

定内蒙古马铃薯生产的土壤矿质氮、 土壤有效磷和土壤交换性钾的养分丰缺指标ꎬ 可以指导测土

推荐施肥ꎮ
马铃薯可以采用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进行施肥推荐ꎮ 对于氮素养分

推荐施肥ꎬ 主要依据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ꎮ 而对于磷、 钾推荐ꎬ 除考虑肥效外ꎬ 要考虑土壤养分

平衡ꎬ 主要基于产量反应和一定目标产量下作物的移走量给出推荐施肥量ꎮ
有关马铃薯施肥效果、 养分利用率、 单位产量的养分吸收量这些参数在相关参考文献中都有

报道ꎬ 但是通过多年多点试验取得的资料较少ꎬ 本文总结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６ 项次的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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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提出的养分推荐参数有重要的实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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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方式与施肥对马铃薯产量及其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张平良１∗∗ꎬ 郭天文２∗∗∗ꎬ 李书田３ꎬ 刘晓伟１ꎬ 曾　 骏１

( １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ꎬ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ꎻ２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ꎬ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ꎻ
３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研究半干旱区马铃薯高产、 水分高效利用的最佳覆盖栽培模式及其配套施肥水平ꎬ 为旱作农业生产提

供技术支撑ꎮ 采用田间试验方法ꎬ 研究不同地膜覆盖种植方式与平衡施肥对旱地马铃薯产量及其水分利用效率

的影响ꎮ 全膜覆盖垄播种植方式有利于马铃薯碳水化合物的合成ꎬ 增加马铃薯干物质积累量ꎬ ＮＰＫ 平衡施肥干

物质积累量增加效果显著ꎻ 与裸地相比ꎬ 全膜覆盖垄播和全膜覆盖平作马铃薯块茎产量分别显著增加 ４３ ４％ ~
６０ ７％ 和 １８ ８％~ ３２ ５％ ꎬ 水分利用效率分别显著提高 ５９ ４％~ ７９ ６％ 和 ３８ ３％~ ５０ ３％ ꎻ Ｎ、 Ｐ２ Ｏ５ 和 Ｋ２ Ｏ 的用

量分别为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马铃薯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最高ꎮ 在年均降水量 ４１５ ｍｍ 旱

作区ꎬ 全膜覆盖垄播栽培与平衡施肥匹配可显著提高马铃薯块茎产量及其水分利用效率ꎮ
关键词: 全膜覆盖垄播ꎻ 平衡施肥ꎻ 马铃薯ꎻ 产量ꎻ 水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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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降水是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旱地作物所需水分的唯一来源ꎬ 如何通过耕作与覆盖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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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粮食作物养分管理

∗

∗∗

∗∗∗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题 (２０１２ＢＡＤ０５Ｂ０３)ꎻ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ＩＰＮＩ) 项目 (Ｇａｎｓｕ － ２０１５)
∗∗第一作者: 张平良ꎬ 助理研究员ꎬ 从事旱作栽培、 植物营养与土壤肥料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ｐｌ２００７＠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 郭天文ꎬ 研究员ꎬ 从事旱作农业、 植物营养与土壤肥料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ｔｗ１０１＠ １６３. ｃｏｍ



蓄水保墒、 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一直是该区作物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１￣３] ꎮ 合理耕作、 增加地面覆

盖、 降低无效蒸发、 合理施肥等措施是提高农田降水利用效率的基本途径ꎬ 发展抗旱节水农业成

为旱地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大前提[４] ꎮ 肥和水是旱地农业生产的两大限制因子ꎬ 根据土壤水

分合理施肥ꎬ 以肥调水ꎬ 以水促肥ꎬ 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和提高作物产量成为农业综合发展的关键

技术[５ ~ ７] ꎮ 水肥之间存在着耦合效应ꎬ 尤其在旱地农业研究中ꎬ 水肥耦合效应尤为明显ꎬ 如何在

旱地水分限制的条件下ꎬ 通过合理施肥提高作物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

点[８] ꎮ 我国旱地马铃薯地膜覆盖栽培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迅速掀起ꎬ 历经了 ２０ 多年的半覆盖

栽培阶段ꎮ 近几年甘肃省提出了马铃薯全膜覆盖垄播技术ꎬ 并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大面积推广应

用[９] ꎬ 推动了马铃薯地膜覆盖栽培进入全覆盖时代ꎮ 本试验主要研究几种覆盖种植模式及其施

肥对马铃薯生长、 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ꎬ 以期研究该地区马铃薯高产、 集水高效利用的最

佳覆盖栽培模式及其配套施肥水平ꎬ 为旱作农业生产提供技术理论支撑ꎬ 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积

极作用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团结镇唐家堡村 (Ｅ １０４°３５′ꎬ Ｎ ３５°３６′)ꎬ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布

置ꎮ 研究区境内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雨养农业区ꎬ 土壤类型为黄绵土ꎬ 质地为壤土ꎬ 肥

力中等ꎬ 海拔 １ ９３２ ~ ２ ５２０ ｍꎬ 近几年年均降水量 ４１５ ｍｍ 左右ꎬ 季节分布不均ꎬ 多集中在 ７—９
月ꎬ 年蒸发量 １ ５３１ ｍｍꎬ ０ ~ ２００ ｃｍ 土壤容重平均为 １ ２６ ｇ / ｃｍ３ꎮ
１ ２　 试验材料

试验地耕层 (０ ~ ２０ ｃｍ) 土壤养分状况见表 １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降水资料见表 ２ꎬ 马铃薯品

种为 陇 薯 １０ 号ꎬ 肥 料 品 种 为 尿 素 ( Ｎ ４６％ )、 过 磷 酸 钙 ( Ｐ２Ｏ５ １２％ ~ １６％ )、 氯 化 钾

(Ｋ２Ｏ ６０％ )ꎮ

表 １　 供试土壤养分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Ｈ ＯＭ
(ｇ / ｋｇ)

ＮＨ４ ￣Ｎ
(ｍｇ / ｋｇ)

ＮＯ３ ￣Ｎ
(ｍｇ / ｋｇ)

Ｐ
(ｍｇ / ｋｇ)

Ｋ
(ｍｇ / ｋｇ)

Ｃａ
(ｍｇ / ｋｇ)

Ｍｇ
(ｍｇ / ｋｇ)

Ｓ
(ｍｇ / ｋｇ)

Ｆｅ
(ｍｇ / ｋｇ)

Ｃｕ
(ｍｇ / ｋｇ)

Ｚｎ
(ｍｇ / ｋｇ)

Ｂ
(ｍｇ / ｋｇ)

８ １２ ８ ５ ２０ １４ ３ ２８ ４ １３８ ２ ０１２ ７ １３１ ７ ２０ ５ １０ ７ １ ６ １ ５ １ １４

表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降水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４

年份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ｍ)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合计

２０１４ ０ １２ ２ ６ ６ ７６ ３ １７ ２ ８１ ９ ３４ １ ７３ ０ １２４ ６ ５６ ３ ７ ５ ０ ４８９ ７

１ ３　 试验设计

试验设覆盖种植方式和施肥水平 ２ 个因子ꎬ 覆盖种植设全膜覆盖垄播 (Ｆ１)、 全膜覆盖平作

(Ｆ２)、 裸地平作 (Ｆ３) ３ 个方式ꎻ 每个覆盖种植方式下设配方施肥 (Ｎ１)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农民习

惯施肥 (Ｎ２) —Ｎ１５０Ｐ９０Ｋ０、 不施肥 (Ｎ３) —Ｎ０Ｐ０Ｋ０３ 个施肥水平ꎬ 共组成 ９ 个处理 (表 ３)ꎬ 随

机区组排列ꎬ 试验小区面积 ６３ ｍ２ꎮ 所用肥料全部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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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试验处理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覆盖模式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施肥水平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养分用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

Ｆ１Ｎ１
Ｆ１Ｎ２
Ｆ１Ｎ３

全膜覆盖垄播
Ａｌｌ￣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ｒｉｄｇｅ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１)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２１０ １０５ ９０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１５０ ９０ ０
Ｎ０ Ｐ０ Ｋ０ ０ ０ ０

Ｆ２Ｎ１
Ｆ２Ｎ２
Ｆ２Ｎ３

全膜覆盖平作
Ａｌｌ￣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２)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２１０ １０５ ９０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１５０ ９０ ０
Ｎ０ Ｐ０ Ｋ０ ０ ０ ０

Ｆ３Ｎ１
Ｆ３Ｎ２
Ｆ３Ｎ３

裸地平作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３)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２１０ １０５ ９０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１５０ ９０ ０
Ｎ０ Ｐ０ Ｋ０ ０ ０ ０

　 　 注: 全膜覆盖垄播种植是用起垄覆膜机进行起垄ꎬ 形成垄高 １５ ~ ２０ ｃｍꎬ 大垄宽 ７０ ｃｍ、 小垄宽 ４０ ｃｍ 的双

垄ꎬ 再用 １２０ ｃｍ 地膜全地面、 全生育期覆盖ꎬ 铺膜时地膜紧贴地面ꎬ 同时在膜上隔 ５ ｍ 打一土带ꎬ 采用马铃薯

点播器在大垄上按 “品” 字形播种 ２ 行ꎬ 株距约为 ３３ ｃｍꎬ 小垄上不种植ꎬ 播种密度为 ４９ ５００株 / ｈｍ２ ꎮ 全膜覆盖

平作种植是用 １２０ ｃｍ 地膜紧贴地面覆盖ꎬ 马铃薯在膜面上播种 ２ 行ꎬ 形成马铃薯宽、 窄行分别为 ７０ ｃｍ、 ４０ ｃｍꎬ
播种量同上ꎮ 裸地平作是整地后不覆膜ꎬ 玉米宽、 窄行为 ７０ ｃｍ、 ４０ ｃｍꎬ 同上述种植方式同时播种ꎬ 播种量

同上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覆盖种植方式及施肥对马铃薯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

由表 ４ 可知ꎬ 在相同施肥水平下ꎬ 不同覆盖种植方式对马铃薯各生育期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

表现为全膜覆盖垄播 (Ｆ１) > 全膜覆盖平作 (Ｆ２) > 裸地平作 (Ｆ３)ꎬ 其中全膜覆盖垄播马铃

薯收获期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量较全膜覆盖平作和裸地种植分别增加 ９ ６％ ~ １１ ９％ 和 １６ ２％ ~
６３ ７％ ꎮ 在相同覆盖种植方式下ꎬ 不同施肥水平对马铃薯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表现为

Ｎ２１０Ｐ１０５Ｋ９０ (Ｎ１) > Ｎ１５０Ｐ９０Ｋ０ (Ｎ２) > Ｎ０Ｐ０Ｋ０ (Ｎ３)ꎬ 其中在全膜覆盖垄播种植方式下ꎬ Ｆ１Ｎ１
较 Ｆ１Ｎ２ 和 Ｆ１Ｎ３ 分别增加 ２５ ４％ 和 ５０ ５％ ꎮ 上述结果表明: 全膜覆盖垄播种植方式有利于马铃

薯的生长ꎬ 可显著增加马铃薯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量ꎬ Ｎ２１０Ｐ１０５Ｋ９０施肥效果尤为明显ꎮ
２ ２　 不同覆盖种植方式及施肥对马铃薯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由表 ５ 可知ꎬ Ｆ１Ｎ１ 处理马铃薯块茎产量和纯收益最高ꎬ 显著 (Ｐ < ０ ０５) 高于其他处理ꎮ
在相同施肥水平下ꎬ 不同覆盖种植方式对马铃薯块茎产量和纯收益的影响表现为全膜覆盖垄播

(Ｆ１) > 全膜覆盖平作 (Ｆ２) > 裸地平作 (Ｆ３)ꎬ 与裸地相比ꎬ 全膜覆盖垄播和全膜覆盖平作马

铃薯块茎产量分别增加 ４３ ４％ ~ ６０ ７％ 和 １８ ８％ ~ ３２ ５％ ꎬ 纯收益分别提高 ４９ ６％ ~ ６６ ９％ 和

１９ ０％~ ３５ ９％ ꎮ 在相同覆盖种植方式下ꎬ 不同施肥处理对马铃薯块茎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均

表现为 Ｎ２１０Ｐ１０５Ｋ９０ (Ｎ１) > Ｎ１５０Ｐ９０Ｋ０ (Ｎ２) > Ｎ０Ｐ０Ｋ０ (Ｎ３)ꎬ 其中在全膜覆盖垄播 (Ｆ１) 方式

下ꎬ Ｆ１Ｎ１ 比 Ｆ１Ｎ２ 和 Ｆ１Ｎ３ 处理马铃薯块茎产量分别增加 ６ １％ 和 ３９ ６％ 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 全膜

覆盖垄播种植方式由于覆膜和垄沟集雨模式具有显著的蓄水、 抑蒸、 增温效应ꎬ 改善了土壤水热

条件ꎬ 水肥之间的协同效应比较突出ꎬ 肥料增产效果明显ꎬ 有利于增加马铃薯产量和经济效益ꎬ
Ｎ２１０Ｐ１０５Ｋ９０施肥量下效果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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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覆盖模式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施肥水平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干物质累积量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花期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块茎膨大期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收获期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Ｆ１Ｎ１
Ｆ１Ｎ２
Ｆ１Ｎ３

全膜覆盖垄播
Ａｌｌ￣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ｒｉｄｇｅ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１)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６８１ ａ ２ ０４０ ａ ２ ７８２ ａ ４ ８８４ ａ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４８７ ｂ １ ４１４ ｂｃ １ ８５１ ｂｃ ３ ８９６ ｂ
Ｎ０ Ｐ０ Ｋ０ ２６６ ｃｄ ８１８ ｄ １ １０４ ｄ ３ ２４５ ｂｃｄ

Ｆ２Ｎ１
Ｆ２Ｎ２
Ｆ２Ｎ３

全膜覆盖平作
Ａｌｌ￣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２)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６２４ ａｂ １ ７８４ ａｂ １ ９５０ ａｂ ４ ３７０ ａｂ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３７９ ｂｃ １ ７７９ ａｂ １ ９１１ ａｂ ３ ４８２ ｂｃ
Ｎ０ Ｐ０ Ｋ０ １８４ ｄ １ ６６９ ｂ １ ７９７ ｂｃ ２ ９６１ ｃｄ

Ｆ３Ｎ１
Ｆ３Ｎ２
Ｆ３Ｎ３

裸地平作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３)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１３６ ｃｄｅ １ ２５２ ｃ １ ４９５ ｂｃｄ ２ ９８４ ｃｄ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１２８ ｄｅ １ ０９１ｃｄ １ ４４５ ｂｃｄ ２ ９２１ ｃｄ
Ｎ０ Ｐ０ Ｋ０ ８０ ｅ ８６４ ｃｄ １ ３５１ ｃｄ ２ ７９２ ｄ

表 ５　 马铃薯产量及经济效益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覆盖模式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施肥水平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较 Ｆ３ 增产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Ｆ３ (％ )

纯收益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元 / ｈｍ２ )

较 Ｆ３ 增收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Ｆ３ (％ )
Ｆ１Ｎ１
Ｆ１Ｎ２
Ｆ１Ｎ３

全膜覆盖垄播
Ａｌｌ￣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ｒｉｄｇｅ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１)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２７ ３５４ ａ ４３ ４ １９ ９８０ ａ ４９ ６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２５ ７７９ ａｂ ６０ ７ １９ ４３５ ａｂ ６６ ９
Ｎ０ Ｐ０ Ｋ０ １９ ５９９ ｂｃｄ ５２ ７ １５ ６７９ ｂｃｄ ５２ ７

Ｆ２Ｎ１
Ｆ２Ｎ２
Ｆ２Ｎ３

全膜覆盖平作
Ａｌｌ￣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２)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２５ ０１０ ａｂｃ ３１ １ １８ １０５ ａｂｃ ３５ ５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２１ ２５７ ｂｃ ３２ ５ １５ ８１８ ｂｃ ３５ ９
Ｎ０ Ｐ０ Ｋ０ １５ ２４４ ｄｅ １８ ８ １２ １９５ ｃｄｅ １９ ０

Ｆ３Ｎ１
Ｆ３Ｎ２
Ｆ３Ｎ３

裸地平作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３)

Ｎ２１０ Ｐ１０５ Ｋ９０ １９ ０７５ ｃｄ １３ ３５７ ｃｄ
Ｎ１５０ Ｐ９０ Ｋ０ １６ ０３９ ｃｄｅ １１ ６４３ ｄｅ
Ｎ０ Ｐ０ Ｋ０ １２ ８３４ ｅ １０ ２６７ ｅ

２ ３　 不同覆盖种植方式及施肥对马铃薯耗水特性及其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由表 ６ 可知ꎬ 全膜覆盖垄播和全膜覆盖平作种植马铃薯水分利用效率明显高于裸地平作ꎬ
Ｆ１Ｎ１ 处理最高ꎮ 在相同施肥水平下ꎬ 与裸地相比ꎬ 全膜覆盖垄播和全膜覆盖平作种植马铃薯水

分利用效率分别提高 ５９ ４％~ ７９ ６％ 和 ３８ ３％~ ５０ ３％ ꎬ 其中 Ｆ１Ｎ１ 和 Ｆ２Ｎ１ 处理较 Ｆ３Ｎ１ 处理分

别提高 ５９ ４％ 和 ４１ ０％ ꎮ 在相同覆盖种植方式下ꎬ 不同施肥量对马铃薯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均

表现为 Ｎ２１０Ｐ１０５Ｋ９０ (Ｎ１) > Ｎ１５０Ｐ９０Ｋ０ (Ｎ２) > Ｎ０Ｐ０Ｋ０ (Ｎ３)ꎬ 其中在全膜覆盖垄播 (Ｆ１) 方式

下ꎬ Ｆ１Ｎ１ 比 Ｆ１Ｎ２ 和 Ｆ１Ｎ３ 处理分别提高 ４ ４％ 和 ２８ ３％ 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 全膜覆盖垄播种植能

够有效提高马铃薯水分利用效率ꎬ 以 Ｆ１Ｎ１ 处理效果明显ꎮ

３　 讨论

全膜覆盖平作种植 (传统地膜覆盖) 由于地膜覆盖的增温抑蒸效果ꎬ 对马铃薯的生长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ꎬ 但由于该技术集雨效果较差ꎬ 雨水不能有效地蓄集利用ꎬ 导致在抗旱、 蓄水集雨

方面性能减弱ꎬ 不能充分接纳利用自然降水供需作物生长ꎬ 从而影响了地膜马铃薯的产量ꎬ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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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约着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ꎮ
全膜覆盖垄播栽培是通过大小双垄全地面地膜覆盖ꎬ 可形成全方位、 大面积的集雨面ꎬ 并通

过膜面汇集流入沟内渗水孔ꎬ 充分接纳降水资源ꎬ 使降水得到集中高效利用ꎬ 同时最大限度地抑

制了土壤水分的蒸发ꎬ 保蓄了作物生育期间的自然降水ꎬ 起到了抑蒸减耗、 节水抗旱的作用ꎬ 从

而大大提高了雨水集流和保墒、 增温效果ꎮ 另外ꎬ 马铃薯种植在大垄ꎬ 有利于马铃薯块茎的膨

大ꎬ 双垄有利于缓解垄内土壤旱情ꎬ 其集雨、 增墒效果达到了最大化ꎬ 满足了马铃薯适宜垄作的

技术要求ꎬ 其产量、 薯块的商品性和水分利用效率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全膜

覆盖垄播种植由于具有显著的增温、 集水保墒作用ꎬ 实施 ＮＰＫ 平衡施肥ꎬ 肥料增产效果明显ꎬ
有利于提高马铃薯块茎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ꎮ 因此ꎬ 在年均降水量 ４１５ ｍｍ 的生态类型区ꎬ 全膜

覆盖垄播栽培实现了降雨的最大化叠加、 集蓄、 保墒和利用ꎬ 并配套响应施肥水平ꎬ 可显著提升

了马铃薯的生产能力ꎬ 是进一步挖掘自然降水潜力和马铃薯高产田创建的有效途径ꎮ

表 ６　 马铃薯水分利用效率和耗水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６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覆盖模式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耗水组成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ｍ) 水分利用效率

播前土壤水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ｏｗｉｎｇ

收获土壤水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耗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ｇ /
(ｍｍｈｍ２ )]

Ｆ１Ｎ１
Ｆ１Ｎ２
Ｆ１Ｎ３

全膜覆盖垄播
Ａｌｌ￣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ｒｉｄｇｅ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１)

４０５ ４１８ ３８５ ３７２ ７３ ５ ａ
４０５ ４２３ ３８５ ３６６ ７０ ４ ａｂ
４０５ ４４７ ３８５ ３４２ ５７ ３ ｃｄ

Ｆ２Ｎ１
Ｆ２Ｎ２
Ｆ２Ｎ３

全膜覆盖平作
Ａｌｌ￣ｆｉｌｍ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２)

４０５ ４０４ ３８５ ３８５ ６５ ０ ｂｃ
４０５ ４２９ ３８５ ３６１ ５８ ９ ｂｃｄ
４０５ ４５０ ３８５ ３４０ ４４ ８ ｄｅ

Ｆ３Ｎ１
Ｆ３Ｎ２
Ｆ３Ｎ３

裸地平作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ｏｗｉｎｇ

(Ｆ３)

４０５ ３７６ ３８５ ４１４ ４６ １ ｃｄｅ
４０５ ３８１ ３８５ ４０９ ３９ ２ ｄｅ
４０５ ３９３ ３８５ ３９６ ３２ ４ ｅ

４　 小结

在年均降水量 ４１５ ｍｍ 的旱作区ꎬ 全膜覆盖垄播种植更有利于马铃薯碳水化合物的合成ꎬ 增

加马铃薯地上部分干物质积累量ꎬ 实施 ＮＰＫ 平衡施肥增加效果显著ꎮ
在年均降水量 ４１５ ｍｍ 的旱作区ꎬ 全膜覆盖垄播种植可显著提高马铃薯块茎产量和水分利用

效率ꎬ 较裸地马铃薯产量显著增加 ４３ ４％~ ６０ ７％ ꎬ 水分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５９ ４％~ ７９ ６％ ꎬ 可

见ꎬ 全膜覆盖垄播栽培是旱作区马铃薯高产、 水分高效利用的有效途径ꎮ
在全膜覆盖垄播种植方式下ꎬ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的用量分别为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时 (Ｆ１Ｎ１ 处理)ꎬ 马铃薯块茎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最高ꎬ 较 Ｆ１Ｎ３ 处理分别显著提高

３９ ６％ 和 ２８ ３％ ꎬ 可见ꎬ 全膜覆盖垄播种植由于改善了土壤水热条件ꎬ 水肥交互效应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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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肥后移与减量对水稻磷素利用效率的影响∗

龚海青１∗∗ꎬ 张敬智１ꎬ 陈　 晨１ꎬ 郜红建∗∗∗ꎬ 常　 江１ꎬ 章力干１ꎬ 丁玉宇２

( １ 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ꎬ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６ꎻ２ 安徽省怀宁县土肥站ꎬ 怀宁　 ２４６１００)

摘　 要: 为了研究磷肥后移及磷肥减量对水稻产量和磷肥利用率的影响ꎮ 采用田间试验ꎬ 通过对比分析常规施

肥与配方施肥及磷肥后移与减量条件下水稻磷素吸收累积量、 利用效率及产量的差异ꎮ 结果表明ꎬ 与常规施肥

相比ꎬ 除磷肥后移 ５０％ 处理 (基肥穗肥 ＝ ５０％ ５０％ ) 外ꎬ 其他配方施肥处理水稻体内磷素吸收累积量增加ꎬ
磷肥贡献率、 吸收利用率、 农学利用率和偏生产力等均显著提高ꎬ 水稻产量增加了 ２ ７％~ １６ ４％ ꎮ 在相同的施

磷水平下ꎬ 与大配方 Ｔ２ (磷肥施基肥) 处理相比ꎬ 磷肥后移 ３０％ (基肥穗肥 ＝ ７０％ ３０％ ) 处理使水稻成熟

期磷素总累积量和净累积量提高了 ９ ２％ 和 ２３ ７％ ꎬ 磷肥贡献率、 农学利用率、 偏生产力和吸收利用率提高了

２７ ７％ 、 ３３ ６％ 、 ８ ２％ 和 ２７ ３％ ꎬ 水稻产量提高了 ８ ２％ ꎮ 与常规施肥处理相比ꎬ 在磷肥减量 ３０％ 和磷肥减量

５０％ 的基础上ꎬ 磷肥后移 ３０％ 施肥处理水稻产量提高了 ７ ３％ 和 ２ ７％ ꎬ 但差异不显著ꎮ 配方施肥条件下ꎬ 磷肥

适当后移与减量可增加水稻生育后期磷素净吸收量和磷素累积量ꎬ 提高水稻产量和磷肥利用效率ꎮ
关键词: 磷肥后移ꎻ 磷肥减量ꎻ 水稻ꎻ 磷肥利用率ꎻ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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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０％ ａｎｄ ５０％ ꎬ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ｉｃ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７ ３％ ａｎｄ ２ ７％ 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３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Ｐ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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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ꎻ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ꎻ Ｒｉｃｅꎻ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ꎻ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１] ꎬ 种植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２７％ ꎬ 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

量的 ４２％ [２] ꎮ 磷素是作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大量营养元素ꎬ 是作物体内核酸、 蛋白质、 磷脂和

ＡＴＰ 等生命大分子的重要组分ꎬ 参与各种代谢过程ꎬ 对作物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起着重要的作

用[３￣５] ꎮ 研究表明ꎬ 施用磷肥能改善水稻生长发育状况ꎬ 有利稻株正常分蘖ꎬ 促进水稻对氮、 钾

等营养元素的吸收ꎬ 提高水稻的产量和品质[６] ꎮ 目前ꎬ 我国农业生产中ꎬ 磷肥主要作为基肥ꎬ
在耕田时施用ꎮ 磷素在土壤中易被固定、 不易移动等特点使其被作物吸收利用的效率降低[７￣９] ꎬ
随水流失造成磷肥资源浪费和面源污染等问题[１０￣１２] ꎮ 张志剑等[１３] 的研究显示ꎬ 高水平磷肥的投

入促进了土壤富磷化ꎬ 并提高了土壤磷素流失的潜能ꎮ 刘兆德[１４] 等的研究表明ꎬ 太湖流域地表

水中的总磷中来自于农业面源的占 ３９％ ꎮ 另有研究表明ꎬ 农田排水中的磷是引起农业非点源污

染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５] ꎮ 改变传统的施肥方式ꎬ 由单一地追求高产向实现水稻高产、 肥料高效、
环境友好方向转变ꎬ 并根据土壤养分含量和水稻对养分的实际需求ꎬ 科学制定水稻磷肥运筹方式

是提高作物磷肥利用效率ꎬ 减少磷素损失的重要途径ꎮ 前人研究认为ꎬ 磷肥主要在水稻生育前期

吸收ꎬ 生育后期水稻体内的磷素主要来源于体内磷的转移和再分配[１６] ꎮ 我们的试验结果也表明ꎬ
水稻分蘖期吸收的磷仅占整个生育期吸收磷的 ２ ６％ 左右ꎬ 而在灌浆抽穗期吸收最多ꎬ 约占

４４ ３％ ꎮ 减少基肥磷素施用量ꎬ 增加穗肥施用量ꎬ 对于满足水稻生长后期对磷素、 提高水稻产量

和磷肥利用效率有重要意义ꎮ 长期以来ꎬ 磷肥施用量高ꎬ 造成土壤磷的积累ꎬ 降低了养分利用效

率和施肥效益[１７] ꎮ 而基于优化环境的减量化施肥备受关注[１８] ꎮ 龚蓉等[１９] 的研究显示ꎬ 减量施

用磷肥可以降低旱地总磷和可溶性磷的渗漏损失ꎮ 段然等[２０] 的研究表明ꎬ 减量施用磷肥降低了

径流中的磷素流失量ꎮ 从源头上减少磷排放ꎬ 阻止其进入水体ꎬ 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关键ꎮ 因

此ꎬ 研究配方施肥条件下的磷肥合理施用对提高磷肥利用率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意义ꎮ 当前研

究多关注水稻磷肥施用量和不同施用措施对水稻产量和磷肥利用率的影响[２１￣２２] ꎬ 然而有关磷肥

后移与减量对水稻磷素利用效率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ꎮ 本研究采用田间试验法ꎬ 探讨配方施肥条

件下磷肥后移和减量对水稻植株磷素含量、 磷素累积量、 磷肥利用率及水稻产量的影响ꎬ 以期为

水稻磷肥科学施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试验地点

田间试验选择在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ꎬ 地处长江中下游北岸ꎬ 大别山南麓前沿ꎬ 东经

１１６°２８′ ~ １１７°０３′ꎬ 北纬 ３０°２０′ ~ ３０°５０′ꎮ 试验点地势平坦ꎬ 排灌方便ꎬ 适宜水稻种植ꎮ
１ ２　 试验材料

供试作物: 水稻丰两优 ６８８ꎮ
供试土壤: 水稻土ꎬ 养分为全氮 １ ４９ ｇ / ｋｇ、 碱解氮 １４４ ５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５ ５４ ｍｇ / ｋｇ、 速效

钾 ６２ ０ ｍｇ / ｋｇ、 有机质 ２４ ５６ ｇ / ｋｇꎮ
供试肥料: 农家福 ＢＢ 肥 ( Ｎ １８％ 、 Ｐ２Ｏ５ １２％ 、 Ｋ２Ｏ １５％ )、 尿素 ( Ｎ ４６％ )、 过磷酸钙

(Ｐ２Ｏ５１２％ ) 和氯化钾 (Ｋ２Ｏ ６０％ )ꎮ
１ ３　 试验设计

本试验共设置 ７ 个处理: 把当地农民的习惯施肥设为常规施肥 (简称常规施肥ꎬ Ｔ１)ꎻ 根据

怀宁县 ２００６ 年以来的土壤养测定数据和 “３４１４” 田间氮磷钾肥效试验ꎬ 按照目标产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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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制订了全县大配方 １ (简称配方施肥ꎬ Ｔ２)ꎻ 在全县大配方 １ 基础上ꎬ 把 ３０％ 和

５０％ 的基施磷肥后移到穗肥ꎬ 形成配方 ２ (简称磷肥后移 ３０％ ꎬ Ｔ３) 和配方 ３ (简称磷肥后移

５０％ ꎬ Ｔ４)ꎻ 在配方 ２ 的基础上ꎬ 将磷肥施用量分别减量 ３０％ 和 ５０％ ꎬ 形成配方 ４ (简称磷肥减

量 ３０％ 后移 ３０％ ꎬ Ｔ５) 和配方 ５ (简称磷肥减量 ５０％ 后移 ３０％ ꎬ Ｔ６)ꎻ 并设置全县大配方无磷

肥对照处理 (简称无磷对照 Ｔ７)ꎮ 具体施肥量和肥料运筹见表 １ꎮ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 随机区组

排列ꎬ 各试验小区面积为 ４０ ｍ２ꎮ 小区四周均作为田埂ꎬ 田埂用塑料薄膜覆盖ꎬ 单独排灌ꎮ 水稻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播种ꎬ ６ 月中旬移栽秧苗ꎬ １０ 月中旬收获ꎮ 在试验田周围做 ２ ｍ 宽的保护

行ꎮ 插植规格 (行株距) 为 ３０ ｃｍ × １５ ｃｍꎬ 栽插密度 ２２７ ６１０棵 / ｈｍ２ꎬ ９１０ 棵 / 小区ꎮ 成熟期取

样考种ꎬ 各试验小区病虫草害的管理与大田相同ꎮ

表 １　 水稻田间试验设计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ｃｈｅｍ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ｉｃ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肥料施用量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氮肥施用比例
(基肥分蘖肥穗肥) (％ )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Ｐａｎｉｃｌｅ)

磷肥施用比例
(基肥穗肥) (％ )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ｃＰａｎｉｃｌｅ)

Ｔ１￣常规施肥 １９９ ５ １２３ ７２ ７５２５０ １０００
Ｔ２￣配方 １ １８０ ９０ １０５ ４０３０３０ １０００
Ｔ３￣配方 ２ １８０ ９０ １０５ ４０３０３０ ７０３０
Ｔ４￣配方 ３ １８０ ９０ １０５ ４０３０３０ ５０５０
Ｔ５￣配方 ４ １８０ ６０ １０５ ４０３０３０ ７０３０
Ｔ６￣配方 ５ １８０ ４５ １０５ ４０３０３０ ７０３０

Ｔ７￣无磷对照 １８０ ０ １０５ ４０３０３０

　 　 注: ∗钾肥全部基施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ｗａｓ ａｌ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１ ４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在水稻生长的 (分蘖期ꎬ 拔节期ꎬ 抽穗期和成熟期) 分别从每个小区随机取 ２ 株水稻ꎬ 经

自来水和蒸馏水冲洗干净后ꎬ 茎、 叶、 穗分别装入样品袋ꎬ 先于 １０５℃杀青 ３０ ｍｉｎꎬ ７５℃下烘干

至恒重ꎬ 测定其干物质量ꎮ 植株样品粉碎后ꎬ 用浓 Ｈ２ＳＯ４—Ｈ２Ｏ２ 消煮ꎬ 钼锑钪比色法测全磷

含量ꎮ
１ ５　 数据分析

各生育期 (茎、 叶、 穗) 磷素累积量 (ｇ / 株) ＝ 干重 × 磷含量

各生育期磷素总累积量 (ｇ / 株) ＝ 茎磷素累积量 ＋ 叶磷素累积量 ＋ 穗磷素累积量

各生育期磷素净吸收量 (ｇ / 株) ＝ 后一生育期磷素总累积量 － 前一生育期磷素总累积量

磷肥贡献率 (％ ) ＝ (施磷肥区所获的作物产量 － 不施磷肥区所获的作物产量) / 施磷肥区

所获的作物产量 × １００
磷肥吸收利用率 (％ ) ＝ (施磷肥区磷素总累积量 － 不施磷肥区磷素总累积量) / 施磷

量 × １００
磷肥农学利用率 (ｋｇ / ｋｇ) ＝ (施磷肥区所获的作物产量 － 不施磷肥区所获的作物产量) /

施磷量

磷肥偏生产力 (ｋｇ / ｋｇ) ＝ 施磷肥后所获的作物产量 / 施磷量

数据处理及作图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ꎬ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ꎬ 数据差异显著性分析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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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磷肥后移与减量对水稻体内磷素含量的影响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 在不同生育期ꎬ 施磷处理 (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水稻磷素含量

均高于不施磷处理 (Ｔ７)ꎮ 在分蘖期ꎬ 常规施肥处理 ( Ｔ１) 水稻植株磷素含量最高为 ３ ４９ ｇ /
ｋｇꎬ 分别比其他施磷处理 (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 水稻植株磷素含量高 ６ ６％ 、 ８ ３％ 、
１３ ２％ 、 １６ ９％ 、 １８ １％ ꎬ 且均达到差异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在拔节期ꎬ 常规施肥 ( Ｔ１)
处理的水稻植株茎和叶磷素含量仍最高ꎬ 分别为 ２ ７４ ｇ / ｋｇ 和 ２ ６８ ｇ / ｋｇꎮ 在抽穗期ꎬ 水稻植

株体内磷素逐渐向穗部转移ꎬ 但磷素含量主要集中在水稻植株茎部 (２ ２５ ~ ３ １０ ｇ / ｋｇ)ꎬ 以

配方施肥 (Ｔ２) 处理的水稻植株茎部磷素含量最高为 ３ １０ ｇ / ｋｇꎬ 分别比其他施磷处理 ( Ｔ１、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水稻植株茎部磷素含量高 ２４ ２％ 、 １ ３％ 、 ３ ９％ 、 ８ ４％ 、 １５ ５％ ꎬ 且配

方施肥 (Ｔ２) 处理的水稻植株茎部磷素含量与施肥处理 ( Ｔ１、 Ｔ５、 Ｔ６) 相比均达到差异显著

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在成熟期ꎬ 水稻植株体内磷素以穗部含量最高 (２ ２５ ~ ３ ２８ ｇ / ｋｇ)ꎬ 而茎

和叶磷素含量显著降低ꎮ 磷肥后移 ３０％ ( Ｔ３) 时ꎬ 水稻穗部磷素含量在成熟期显著增加ꎬ 分

别比常规施肥 (Ｔ１) 和配方施肥 ( Ｔ２) 高 ８ ８％ 和 ４ ３％ ꎬ 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Ｐ < ０ ０５)ꎬ
这说明磷肥后移 ３０％ 在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水稻植株在生育后期对磷素的吸收ꎮ 磷肥后移

５０％ (Ｔ４) 时ꎬ 水稻穗部磷素含量在成熟期增加不明显ꎬ 仅比常规施肥 ( Ｔ１) 高 １ ３％ ꎬ 差

异不显著ꎮ 磷肥减量 ３０％ 后移 ３０％ (Ｔ５) 和磷肥减量 ５０％ 后移 ３０％ ( Ｔ６) 的水稻成熟期穗

部磷含量分别比常规施肥 (Ｔ１) 低 １ ３％ 和 ６ ７％ ꎬ 且磷肥减量 ３０％ 后移 ３０％ ( Ｔ３) 的水稻

成熟期穗部磷含量与常规施肥 ( Ｔ１) 差异不显著ꎬ 磷肥减量 ５０％ 后移 ３０％ ( Ｔ６) 的水稻成

熟期穗部磷含量与常规施肥 (Ｔ１) 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说明磷肥适量后移和磷肥

减量对收获期水稻植株的磷素营养水平有较大影响ꎮ

表 ２　 不同生育期水稻体内全磷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ｒｉ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单位: ｇ / ｋｇ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抽穗期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茎
Ｓｔｅｍ

叶
Ｌｅａｆ

茎
Ｓｔｅｍ

叶
Ｌｅａｆ

穗
Ｓｐｉｋｅ

茎
Ｓｔｅｍ

叶
Ｌｅａｆ

穗
Ｓｐｉｋｅ

Ｔ１ ３ ４９ａ ２ ７４ａ ２ ６８ａ ２ ３５ｄ ２ １５ｂ ２ ２０ｂ １ １０ｃ ０ ７８ｄ ２ ９９ｃ
Ｔ２ ３ ２６ｂ ２ ５９ａｂ ２ ５６ａｂ ３ １０ａ ２ ７７ａ ２ ３７ａ １ ３８ａ １ １２ａｂ ３ １４ｂ
Ｔ３ ３ ２０ｂｃ ２ ５１ａｂｃ ２ ４１ｂｃ ３ ０６ａ ２ ６７ａ ２ ４２ａ １ ４１ａ １ １７ａ ３ ２８ａ
Ｔ４ ３ ０３ｃｄ ２ ３２ｂｃ ２ ４６ｂ ２ ９８ａ ２ ５９ａ ２ ３７ａ １ ３５ａｂ １ １３ａ ３ ０３ｃ
Ｔ５ ２ ９０ｄｅ ２ ４１ｃ ２ ２３ｃｄ ２ ８４ｂ ２ ５８ａ ２ ２９ａｂ １ ２７ａｂ １ ０４ａｂ ２ ９５ｃ
Ｔ６ ２ ８６ｄｅ ２ ３２ｃ ２ １９ｄ ２ ６２ｃ ２ ５７ａ ２ ２２ｂ １ ２０ｂｃ １ ０１ｃ ２ ７９ｄ
Ｔ７ ２ ６８ｅ ２ ３０ｃ ２ ２０ｃｄ ２ ２５ｄ １ ９９ｂ ２ ０２ｃ ０ ９１ｄ ０ ６９ｄ ２ ２５ｅ

　 　 注: 同列中不同字母表示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２　 磷肥后移和减量对水稻体内磷素累积量的影响

水稻磷素总累积量随水稻生育期的推移而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ꎬ 不同施肥处理水稻体内的磷

素累积量呈上升趋势ꎬ 分蘖期至拔节期和拔节期至抽穗期增加迅速ꎬ 而抽穗期至成熟期增加相对

缓慢ꎬ 不同施肥处理的水稻磷素总累积量在成熟期均达到最大值 (０ １６ ~ ０ ２５ ｇ / 株) (图 １)ꎮ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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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蘖期ꎬ 常规施肥 (Ｔ１) 处理的水稻磷素总累积量略高于其他施肥处理ꎬ 但差异不显著ꎮ 在

拔节期ꎬ 配方施肥 (Ｔ２) 处理的水稻植株磷素总累积量最高ꎮ 在抽穗期ꎬ 配方施肥 (Ｔ２)、 磷肥

后移 (Ｔ３、 Ｔ４)、 磷肥减量 ３０％ 后移 ３０％ ( Ｔ５) 处理的水稻磷素累积总量分别比常规施肥

(Ｔ１) 处理高 １３ ６％ 、 １９ ２％ 、 １１ ５％ 、 ３ ９％ ꎬ 均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在成熟期ꎬ
配方施肥 (Ｔ２)、 磷肥后移 (Ｔ３ 和 Ｔ４)、 磷肥减量后移 (Ｔ５ 和 Ｔ６) 处理的水稻磷素总累积量均

高于常规施肥 (Ｔ１)ꎬ 且以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处理最高ꎬ 与其他施肥处理均有显著差异 (Ｐ <
０ ０５) 表现为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 配方施肥 (Ｔ２) > 磷肥后移 ５０％ (Ｔ４) > 磷肥减量 ３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５) > 磷肥减量 ５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６) > 常规施肥 (Ｔ１) > 全县大配方无 Ｐ 对照

(Ｔ７)ꎬ 这可能与施肥处理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穗肥分配比例较高ꎬ 利于水稻生育后期磷素

累积有关ꎮ 说明磷肥适量后移与磷肥减量可促进水稻对磷的积累ꎮ
相关性分析表明ꎬ 水稻的产量与成熟期穗部全磷含量和磷素总累积量存在极显著正相关ꎬ 相

关系数 ( ｒ) 分别达 ０ ７５５∗∗和 ０ ７７１∗∗ꎮ

图 １　 不同生育期水稻的磷素总累积量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ｏｆ ｒｉ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水稻各生育期磷素净吸收量有较大差异 (图 ２)ꎮ 在分蘖期和成熟期ꎬ 水稻磷素净吸收量相

对较少ꎬ 而在拔节期和抽穗期ꎬ 水稻磷素净吸收量达到 ２ 个峰值ꎮ 在分蘖期ꎬ 常规施肥 ( Ｔ１)
处理水稻磷的净吸收量最高ꎬ 为 ４ ８ ｍｇ / 株ꎬ 分别比其他施磷肥处理 (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高 ４ ４％ 、 １ ５％ 、 ２９ ０％ 、 ２６ １％ 、 ２１ ８％ ꎮ 在拔节期ꎬ 施磷处理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水

稻磷素净吸收量均显著高于不施磷处理 (Ｔ７) (Ｐ < ０ ０５)ꎮ 在抽穗期ꎬ 以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处理的水稻磷素净吸收量最高ꎬ 占整个生育期的 ３８ ４％ ꎬ 施磷处理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的

水稻磷素净吸收量均显著高于常规施肥 (Ｔ１) (Ｐ < ０ ０５)ꎮ 在成熟期ꎬ 施磷处理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的水稻磷素净吸收量均高于常规施肥 (Ｔ１)ꎬ 其大小顺序为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 配

方施肥 (Ｔ２) > 磷肥减量 ３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５) > 磷肥减量 ５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６) > 磷肥后

移 ５０％ (Ｔ４) > 常规施肥 (Ｔ１)ꎬ 且施磷处理 (Ｔ２、 Ｔ３) 水稻磷素净吸收量与常规施肥 (Ｔ１)
相比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由此可见ꎬ 磷肥适量后移与磷肥减量可促进水稻生育后期

对磷素的吸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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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生育期水稻的磷素净吸收量

Ｆｉｇ ２　 Ｎｅｔ Ｐ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ｓ
注: 图中不同字母表示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２ ３　 磷肥后移与减量对水稻产量及其构成因子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ꎬ 水稻产量以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处理最高 (１２ ８８３ ５ ｋｇ / ｈｍ２ )ꎬ 以无磷对照

(Ｔ７) 处理最低 (９ ７４７ 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其产量大小顺序为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 配方施肥 (Ｔ２) >
磷肥减量 ３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５) > 磷肥减量 ５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６) > 常规施肥 (Ｔ１) > 磷肥后移

５０％ (Ｔ４) > 无磷对照 (Ｔ７)ꎮ 施磷处理 (Ｔ２、 Ｔ３、 Ｔ５、 Ｔ６) 的水稻产量分别是 １１ ８２６ 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２ ８８３ ５ ｋｇ / ｈｍ２、 １１ ６１４ ５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１１ ０６１ 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均显著高于无磷对照 (Ｔ７) (Ｐ <０ ０５) 和

常规施肥 (Ｔ１)ꎬ 增产幅度依次为 ８ ９％ 、 １６ ４％ 、 ７ ３％ 、 ２ ７％ ꎮ 施磷处理 (Ｔ２、 Ｔ３、 Ｔ５) 水稻

增产幅度超过了 ５％ ꎬ 说明磷肥适量后移与磷肥减量能有效提高水稻的产量ꎮ 磷肥后移 ５０％ (Ｔ４)
水稻产量为 １０ ５８１ 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低于常规施肥 (Ｔ１)ꎬ 可能是由于水稻生育前期磷素供应不足ꎬ 影响

生育后期生育器官的发育ꎬ 单位面积有效穗数减少ꎬ 导致减产ꎮ

表 ３　 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产量构成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ｉｃ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有效穗数
Ｖａｌｉｄ ｐａｎｉｃｌｅ
( × １０４ / ｈｍ２ )

每穗粒数
Ｆｉｌｌ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Ｎｏ / ｐａｎｉｃｌｅ)

结实率
Ｆｉｌｌ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ｒａｔｅ

(％ )

千粒重
１ 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ｇ)

理论产量
Ｓｅ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Ｔ１ ２ ４２９ ０ａｂ １９３ ０ａｂｃ ９７ ２ａ ２７ ３ｂ １０ ７６５ ５ｃｄ
Ｔ２ ２ ６４５ ７ａｂ １９８ ３ａｂ ９６ ４ａ ２９ ０ａ １１ ８２６ ０ｂ
Ｔ３ ２ ８２３ ６ａ １９１ ７ａｂｃ ９６ ９ａ ２８ ２ｂ １２ ８８３ ５ａ
Ｔ４ ２ ３８６ ６ａｂ １８０ ５ｂｃ ９７ ４ａ ２８ ３ｂ １０ ５８１ ０ｄｅ
Ｔ５ ２ ６３０ ９ａｂ １９９ ０ａ ９５ ２ａ ２８ １ｂ １１ ６１４ ５ｂｃ
Ｔ６ ２ ６７９ １ａｂ １７６ ０ｃ ９６ ８ａ ２８ １ｂ １１ ０６１ ０ｂｃｄ
Ｔ７ ２ ３６７ ８ｂ １８５ ５ａｂｃ ９５ ９ａ ２７ ３ａ ９ ７４７ ０ｅ

从产量构成要素来看ꎬ 不同施肥处理间结实率差异不显著ꎬ 单位面积有效穗数、 每穗粒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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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粒重分别以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磷肥减量 ３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５) 和配方施肥 (Ｔ２) 处理最

高ꎬ 水稻产量在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与施肥处理 (Ｔ２、 Ｔ５) 之间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ꎬ 表明磷

肥后移 ３０％ (Ｔ３) 处理促进了水稻有效分蘖的发生ꎬ 显著增加了单位面积有效穗数ꎬ 提高水稻

产量ꎮ
２ ４　 磷肥后移与减量对水稻磷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不同施肥处理对磷肥利用率有显著的影响 (表 ４)ꎬ 同一施磷水平 (Ｔ２、 Ｔ３、 Ｔ４)ꎬ 磷肥贡献

率、 磷肥农学利用率、 磷肥偏生产力和磷肥吸收利用率均呈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 配方施肥

(Ｔ２) > 磷肥后移 ５０％ (Ｔ４) 的规律ꎬ 其中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的磷肥贡献率、 磷肥农学利用率、
磷肥偏生产力和磷肥吸收利用率分别比常规施肥 (Ｔ１) 高 ６０ ７％ 、 ７６ １％ 、 ３９ １％ 和 ７９ ９％ ꎬ 且

均达到差异显著 (Ｐ <０ ０５)ꎮ 磷肥减量 ３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５) 和磷肥减量 ５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６)
磷肥贡献率、 磷肥农学利用率、 磷肥偏生产力和磷肥吸收利用率均高于常规施肥 (Ｔ１)ꎮ

表 ４　 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磷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ｉｃ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磷肥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 (％ )

磷肥农学利用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 (ｋｇ / ｋｇ)

磷肥偏生产力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
(ｋｇ / ｋｇ)

磷肥吸收利用率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 (％ )

Ｔ１ ９ ５ｄ ８ ３ｂ ８７ ２ｅ ４ ２ｃ
Ｔ２ １７ ５ｂ ２３ １ａ １３１ ４ｃ １５ ２ｂ
Ｔ３ ２４ ２ａ ３４ ８ａ １４３ １ｃ ２０ ９ａ
Ｔ４ ６ ４ｄ ７ ５ｂ １１５ ８ｄ １２ ６ｂ
Ｔ５ １５ ３ｂｃ ２９ ８ａ １９２ ３ｂ １３ ０ｂ
Ｔ６ １１ ８ｃｄ ２９ ２ａ ２４５ ８ａ １４ ３ｂ

３　 结论与讨论

３ １　 磷肥后移和减量对水稻磷素吸收的效应

磷肥的投入对水稻的生长发育和生理过程都有促进作用ꎮ 在分蘖期和拔节期ꎬ 常规施肥

(Ｔ１) 的水稻植株各部位磷素含量和累积量均高于其他施肥处理ꎬ 而在抽穗期和成熟期ꎬ 除了无

磷对照 (Ｔ７) 外ꎬ 常规施肥 (Ｔ１) 的水稻植株各部位磷素含量均低于其他施肥处理ꎮ 可能的原

因: 常规施肥时ꎬ 磷肥集中施用在基肥和分蘖肥上ꎬ 水稻前期生长有丰富的磷素供给ꎬ 但磷素在

土壤中易被固定ꎬ 不利于水稻后期对磷素的吸收[２３] ꎮ 在成熟期ꎬ 磷肥后移 ３０％ 到穗肥 (Ｔ３) 和

磷肥后移 ５０％ 到穗肥 (Ｔ４)ꎬ 促进了水稻灌浆成熟期对磷素的吸收量增加ꎬ 其穗部磷素含量比常

规施肥 (Ｔ１) 高 ８ ８％ 和 １ ３％ ꎬ 总累积量提高了 ２４ ３％ 和 １４ ６％ ꎬ 这主要因为水稻抽穗后籽粒

灌浆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大部分来自于光合作用ꎬ 磷肥后移有利于后期磷的供应ꎬ 促进水稻根系对

磷的吸收和体内磷向穗部的转移ꎬ 增加磷素累积ꎬ 促进籽粒灌浆ꎮ 相对于磷肥后移 ５０％ (Ｔ４)
处理而言ꎬ 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处理则更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对磷素的吸收ꎬ 这可能是因

为磷肥后移 ３０％ 到穗肥处理使得磷肥分配比例更加合理ꎬ 既能满足水稻生长前期对磷的需求量ꎬ
又能对水稻后期提供充足磷素供应ꎮ 磷肥减量 ３０％ ꎬ 后移 ３０％ ( Ｔ５) 和磷肥减量 ５０％ ꎬ 后移

３０％ (Ｔ６) 处理的水稻植株体内茎叶磷素含量、 磷素总累积量均高于常规施肥 (Ｔ１) 处理ꎬ 但

其穗部磷含量均低于常规施肥 (Ｔ１)ꎬ 这可能与磷肥减量后ꎬ 磷素供应不足ꎬ 不利于水稻生育后

期生长发育和籽粒形成有关ꎬ 这与刘运武等[２４]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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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磷肥后移和减量对水稻增产作用

常规施肥 (Ｔ１) 时ꎬ 水稻产量较低ꎬ 可能由于常规施肥磷肥主要集中在生育前期ꎬ 分配比

例不合适ꎬ 导致水稻前期生长旺盛ꎬ 无效分蘖数增多ꎬ 而后期磷肥供应不足ꎬ 影响生殖器官的发

育ꎬ 造成水稻减产ꎬ 这与李挺亮等[２５]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表明ꎬ 在同一施磷水平 ( Ｔ２、
Ｔ３、 Ｔ４) 下ꎬ 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处理的水稻产量最高ꎬ 比常规施肥 ( Ｔ１) 增产 １６ ４％ ꎮ 而

磷肥后移 ５０％ (Ｔ４) 处理的水稻产量则低于常规施肥 (Ｔ１)ꎮ 这可能是因为磷肥后移 ５０％ ꎬ 水

稻在生育前期磷素供应不足ꎬ 影响水稻生长发育和对磷的吸收ꎮ 在磷肥减量 ３０％ (Ｔ５) 和 ５０％
(Ｔ６) 的基础上后移 ３０％ ꎬ 水稻增产率分别为 ８ ９％ 和 ２ ７％ ꎮ 这表明ꎬ 适当减少磷肥使用量可

维持水稻正常产量ꎬ 甚至使产量有所增加ꎮ 这与段然等[２０]研究结果一致ꎮ
３ ３　 磷肥后移和减量对水稻磷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ꎬ 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处理的水稻磷肥贡献率、 磷肥农学利用率、
磷肥偏生产力以及磷肥吸收利用率均高于常规施肥 (Ｔ１)ꎮ 这可能因为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后ꎬ
磷肥分配比例趋于合理ꎬ 提高了分蘖成穗率ꎬ 增加了水稻植株有效穗数和水稻产量ꎬ 提高了磷肥

贡献率、 磷肥农学利用率、 磷肥偏生产力ꎮ 磷肥在分别减量 ３０％ (Ｔ５) 和 ５０％ (Ｔ６) 的基础上

后移 ３０％ ꎬ 水稻磷肥偏生产力显著高于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Ｐ < ０ ０５)ꎬ 但磷肥贡献率、 磷肥

农学利用率、 磷肥吸收利用率均低于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ꎮ 在成熟期ꎬ 水稻的产量与穗部全磷含

量和磷素总累积量均存在极显著正相关ꎬ 这可能与水稻后期磷素累积量累积较多ꎬ 有利于提高产

量和磷肥利用率有关ꎮ
综上所述ꎬ 在水稻磷肥施用过程中ꎬ 减少基肥磷素施用量ꎬ 增加穗肥施用量ꎬ 可提高水稻抽

穗后干物质积累量和吸磷量ꎬ 进而提高磷肥利用效率ꎬ 达到增产增效目的ꎮ

４　 结论

磷肥后移 ３０％ (Ｔ３) 施肥处理显著增加了水稻成熟期磷素累积量和净累积量 (Ｐ < ０ ０５)ꎬ
提高磷肥利用率ꎬ 其水稻产量显著高于常规施肥 (Ｔ１) (Ｐ < ０ ０５)ꎬ 增产幅度为 １６ ４％ ꎻ 磷肥

后移 ５０％ 增加了水稻成熟期磷素累积量和净累积量ꎬ 提高了水稻磷肥利用率ꎬ 但没有达到增产

的效果ꎮ
磷肥减量 ３０％ 后移 ３０％ (Ｔ５) 与磷肥减量 ５０％ 后移 ３０％ (Ｔ６) 施肥处理不仅能降低磷肥

投入量ꎬ 还有助于提高磷肥的利用率ꎬ 减量施肥对水稻产量无显著影响ꎬ 适当减少磷肥使用量可

维持水稻正常产量ꎮ
从增产效应ꎬ 提高磷肥利用率的作用的角度来看ꎬ 综合比较几种施肥处理ꎬ 磷肥合理后移与

减量施用是该区域最佳施肥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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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稻肥料利用效率现状及减肥增效策略∗

聂　 军∗∗ꎬ 廖育林ꎬ 鲁艳红ꎬ 谢　 坚ꎬ 周　 兴ꎬ 杨曾平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 农业部湖南耕地保育科学观测实验站ꎬ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５)

摘　 要: 我国粮食生产中肥料利用率普遍偏低ꎬ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既是农业生产中面临的难题ꎬ 也是亟待解决

的重大问题ꎮ 湖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水稻生产省份ꎬ 本文通过收集近年来在湖南省水稻产区进行的 ２ ３６７个田间试

验结果ꎬ 分析湖南省早稻、 晚稻和中稻氮磷钾肥料的偏生产力、 农学效率和肥料利用率ꎬ 发现早稻、 晚稻和中

稻的氮磷钾肥料的平均偏生产力分别为 ４８ ０ ｋｇ / ｋｇ、 １２１ ９ ｋｇ / ｋｇ 和 ８７ ２ ｋｇ / ｋｇꎻ 氮磷钾肥料的平均农学效率分

别为 １０ ９ ｋｇ / ｋｇ、 １２ １ ｋｇ / ｋｇ 和 ９ ７ ｋｇ / ｋｇꎻ 氮磷钾肥料利用率分别为 ３１ ８％ 、 １１ ８％ 和 ３５ ８％ ꎬ 远低于发达国

家水平ꎬ 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相比也呈下降趋势ꎮ 造成肥料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包括高产农田过量施肥ꎬ 忽视土

壤和环境养分的利用ꎬ 作物产量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以及养分损失未得到有效阻控等ꎮ 在保证水稻稳产高产基

础上要进一步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主要技术包括应从土壤立地条件ꎬ 土壤耕作、 肥料施用量、 肥料品种及搭配比

例、 施用时期和配套施用技术等综合肥料管理策略入手ꎬ 实现土壤养分供应与高产水稻需求同步、 达到水稻高

产与养分高效利用的双赢效应ꎮ
关键词: 水稻ꎻ 肥料利用效率ꎻ 减肥增效ꎻ 策略ꎻ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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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是植物的粮食ꎮ 在 ２０ 世纪ꎬ 化肥为提高世界范围内作物产量做出了重大贡献ꎬ 施肥对全

球作物增产的贡献占 ５０％左右[１￣２] ꎮ 一些研究者认为ꎬ 必需营养元素仍将是限制 ２１ 世纪作物产量的

最重要因素ꎬ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３] ꎮ 从世界范围来看ꎬ 在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 年ꎬ 全球的粮食作物 (水稻、
玉米、 小麦) 产量提高了２ 倍[４] ꎮ 在印度尼西亚ꎬ １９６０—１９８５ 年水稻产量增加了１ 倍以上[３] ꎮ 粮食

产量的极大提高主要是由于高产品种的推广、 灌溉设施的改进和施用化肥带来的ꎮ
中国农业生产发展中化肥因素的技术进步作用占整个农业技术进步作用的一半以上[５] ꎮ 中

国化肥试验网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年的 ８２９ 个水稻田间试验结果表明ꎬ 与不施化肥相比ꎬ 施肥增产

４０ ８％ [５] ꎬ 充分说明施用化肥显著提高粮食作物生产力ꎮ 当然ꎬ 施肥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只是为

了提高粮食作物产量ꎬ 改善作物产品品质ꎬ 增加农民收入ꎬ 培育和改良土壤ꎬ 还要考虑施肥对土

壤、 地下水及大气环境的影响ꎬ 创造一个高产、 稳产、 优质、 低耗和合理、 高效益、 对环境友好

的农业生态系统ꎮ 就肥料资源而言ꎬ 首先应该提倡低碳农业ꎬ 提高能量转化率ꎬ 即不断提高肥料

利用效率ꎬ 减少肥料养分的损失ꎬ 削减对环境的污染ꎮ
据 Ｒａｕｎ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６]估计ꎬ 全球粮食生产中的氮肥利用效率 (ＮＵＥ) 仅为 ３３％ ꎬ 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谷物作物的 ＮＵＥ 分别为 ４２％ 和 ２９％ [７] ꎮ 张福锁等[２] 总结全国粮食主产区 １ ３３３个
田间试验指出ꎬ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期间我国水稻的氮、 磷、 钾肥利用率分别为 ２８ ３％ 、 １３ １％ 和

３２ １％ ꎬ 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ꎬ 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相比呈下降趋势ꎮ
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ꎬ 是典型的农业大省ꎬ 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ꎮ 除个别大灾之

年ꎬ 湖南省始终是我国粮食调出的主要区域ꎬ 对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安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近

年来ꎬ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ꎬ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ꎬ 部分耕地非农业利用的趋势不可逆

转ꎬ 湖南省粮食安全与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ꎮ 化肥作为粮食增产的重要影响因子

在我省粮食生产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ꎬ 但近 ３０ 年来ꎬ 我省化肥用量持续高速增长ꎬ 粮食产

量增加却渐趋缓慢ꎮ 本文通过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初我省水稻肥料利用效率状况和近

年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水稻肥料利用效率状况的对比ꎬ 分析目前全省水稻肥料利用效率和不同

区域水稻肥料利用效率的现状ꎬ 并对影响水稻肥料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及提高肥料利用率的综合

管理策略进行了分析讨论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为了分析近 ３０ 年来我省田间试验条件下早稻、 晚稻和中稻肥料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ꎬ 本研

究收集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 进行湖南省化肥区划时在全省双季稻和中稻种植

区进行的 １ ８９０个田间肥料试验数据ꎬ 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ꎬ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植物营养与施

肥研究室承担的 “十一五” 国家耕地质量健康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支撑项目在全省双季稻

和中稻种植区进行的肥效试验数据ꎬ 试验样本数共计 ３６１ 个ꎻ 另外ꎬ 也收集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湖

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植物营养与施肥研究室和全省有关土壤肥料工作站及其他合作单位进行的肥

效试验数据ꎬ 试验样本数共计 ２ ００６个ꎬ １０ 年的试验样本数总计为 ２ ３６７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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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参数与计算方法

肥料偏生产力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ＰＦＰ)、 农学效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ＡＥ) 和肥料利用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ＲＥ) 分别用下列公式计算:

肥料偏生产力 ＝ 施肥区籽粒产量 / 施肥量

肥料农学效率 ＝ (施肥区籽粒产量 － 不施肥区籽粒产量) / 施肥量

肥料利用率 ＝ (施肥区地上部某种养分吸收量 － 不施肥区地上部某种养分吸收量) / 施肥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全省早稻、 晚稻和中稻肥料利用效率

收集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和全省有关土壤肥料工作站及其他合作单位进

行的水稻肥效试验 ２ ３６７个ꎬ 试验区域涉及全省 １４ 个地、 州、 市ꎮ 这 ２ ３６７个试验按早稻、 晚稻

和中稻氮磷钾肥的肥料偏生产力、 农学效率和肥料利用率的汇总结果 (表 １) 表明ꎬ 早稻、 晚稻

和中稻的氮肥偏生产力分别为 ４９ ８ ｋｇ / ｋｇ、 ４６ ９ ｋｇ / ｋｇ 和 ４７ ２ ｋｇ / ｋｇꎻ 氮肥农学效率分别为

１２ １ ｋｇ / ｋｇ、 １１ １ ｋｇ / ｋｇ 和 ９ ６ ｋｇ / ｋｇꎻ 氮肥利用率分别为 ３２ ３％ 、 ３０ ３％ 和 ３２ ７％ ꎮ 早稻、 晚

稻和中稻的磷肥偏生产力分别为 １０１ ６ ｋｇ / ｋｇ、 １６１ ８ ｋｇ / ｋｇ 和 １０２ ３ ｋｇ / ｋｇꎻ 磷肥农学效率分别

为 １０ ２ ｋｇ / ｋｇ、 １５ ５ ｋｇ / ｋｇ 和 １０ ７ ｋｇ / ｋｇꎻ 磷肥利用率分别为 １１ ３％ 、 １０ ０％ 和 １４ ２％ ꎮ 早稻、
晚稻和中稻的钾肥偏生产力分别为 ９１ ０ ｋｇ / ｋｇ、 ８８ ６ ｋｇ / ｋｇ 和 ８２ １ ｋｇ / ｋｇꎻ 钾肥农学效率分别为

１０ ５ ｋｇ / ｋｇ、 ９ １ ｋｇ / ｋｇ 和 ９ ６ ｋｇ / ｋｇꎻ 钾肥利用率分别为 ３９ ０％ 、 ３５ ２％ 和 ３３ ３％ ꎮ

表 １　 早稻、 晚稻和中稻的施肥量、 产量及肥料利用效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ꎬ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作物
Ｒｉｃｅ ｔｙｐｅ

肥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样品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
(ｋｇ / ｈｍ２ )

产量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偏生产力
ＰＦＰ

(ｋｇ / ｋｇ)

农学效应
ＡＥ

(％ )

肥料利
用率
ＲＥ

(ｋｇ / ｋｇ)
Ｎ ２８７ １５０ ７ ００４ １ ４９ ８ １２ １ ３２ ３

早稻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 Ｐ２ Ｏ５ ２９３ ６９ ７ ００４ １ １０１ ６ １０ ２ １１ ３
Ｋ２ Ｏ ２９２ ７５ ７ ０００ ３ ９１ ０ １０ ５ ３９ ０
Ｎ ２７９ １５１ ７ ０５５ ３ ４６ ９ １１ １ ３０ ３

晚稻 Ｌａｔｅｒ ｒｉｃｅ Ｐ２ Ｏ５ ２６９ ４８ ７０５５ ３ １６１ ８ １５ ５ １０ ０
Ｋ２ Ｏ ２７５ ８３ ７ ０５３ ９ ８８ ６ ９ １ ３５ ２
Ｎ ２２０ １７１ ８ ０１５ ６ ４７ ２ ９ ６ ３２ ７

中稻 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Ｐ２ Ｏ５ ２２２ ８０ ８ ０１５ ６ １０２ ３ １０ ７ １４ ２
Ｋ２ Ｏ ２３０ １１７ ８ ０１５ ６ ８２ １ ９ ６ ３３ ３

２ ２　 湖南省不同植稻土区水稻的肥料利用效率

将湖南省按区域和水稻土类型分为 ７ 个植稻土区: Ⅰ区 (洞庭湖平原紫潮泥水稻土区)ꎻ Ⅱ
区 (环湖丘岗红黄泥水稻土区)ꎻ Ⅲ区 (长、 浏、 平丘陵低山红黄泥—黄泥水稻土区)ꎻ Ⅳ区

(衡、 攸丘陵紫泥—黄泥水稻土区)ꎻ Ⅴ区 (娄、 邵丘陵灰泥—黄泥—黄沙泥水稻土区)ꎻ Ⅵ区

(湘南中低山丘陵盆地灰黄泥—灰泥水稻土区)ꎻ Ⅶ区 (湘西中低山灰泥—浅紫泥水稻土区)ꎮ 按

区域汇总 (表 ２)ꎬ 结果表明我省不同植稻土区的平均氮肥利用率大多处在 ３０％~ ３５％ ꎻ 磷肥利

用率在 １０％~ １２％ ꎻ 钾肥利用率在 ３０％ ~ ４２％ ꎮ 从不同植稻土区比较来看ꎬ 氮肥利用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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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ꎬ 磷肥利用率大于 １０％ ꎬ 钾肥利用率大于 ３５％ 的植稻土主要集中在肥料施用量较低的环湖

丘岗红黄泥水稻土区ꎬ 娄、 邵丘陵灰泥—黄泥—黄沙泥水稻土区ꎬ 湘南中低山丘陵盆地灰黄泥—
灰泥水稻土区和湘西中低山灰泥—浅紫泥水稻土区ꎮ 氮肥利用率低于 ３０％ ꎬ 磷肥利用率低于

１０％ ꎬ 钾肥利用率低于 ３５％ 的植稻土区主要集中在肥料施用量较高的洞庭湖平原紫泥水稻土区ꎬ
长、 浏、 平丘陵低山红黄泥—黄泥水稻土区和衡、 攸丘陵紫泥—黄泥水稻土区ꎮ

表 ２　 湖南省不同水稻土区水稻 (早稻 ＋晚稻和中稻) 的施肥量、 产量及肥料利用效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ｃｒｏｐｓ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ｌａｔｅｒ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ａｓｏｎ ｒｉｃｅ)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植稻水稻土区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ａｒｅａ
肥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样品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
[ｋｇ /

(ｈｍ２ ｙ)]

产量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ｙ)]

偏生产力
ＰＦＰ

(ｋｇ / ｋｇ)

农学效应
ＡＥ

(％ )

肥料利
用率 ＲＥ
(ｋｇ / ｋｇ)

洞庭湖平原紫泥水稻土区
Ｅｎｄｏｇｌｅｙ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ｐｌａｉｎ

Ｎ ７７ ３３４ １３ ６８４ ４１ ０ １１ ０ ２８ ８ ０
Ｐ２ Ｏ５ ６０ １２０ １２ ８８９ １０７ ４ １３ ７ １０ ９
Ｋ２ Ｏ ７１ １６４ １３ ８１５ ８４ ２ ８ ３ ２９ ３

环湖ꎬ 岗红黄泥水稻土区
Ｔｙｐｉｃ Ｆｅ￣ａｃｃｍｕ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ａｌ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Ｌａｋｅ ｐｌａｉｎ

Ｎ １６３ ３０５ １３ ８６７ ４５ ５ １２ ０ ３４ ０

Ｐ２ Ｏ５ １５８ １１６ １３ １２１ １１３ １ １３ ２ １１ ０

Ｋ２ Ｏ １６３ １７５ １４ ２６７ ８１ ５ ９ ３ ３６ ７

长、 浏、 平丘陵低山红黄泥—黄泥水稻土区
Ｔｙｐｉｃ Ｆｅ￣Ａｃｃｍｕ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ａｌ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Ｌｉｕｙａｎｇ￣
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ｈｉｌｌｙ

Ｎ ７５ ３２９ １４ ８６１ ４５ ２ １１ １ ２９ ３

Ｐ２ Ｏ５ ６９ １１４ １３ ５９９ １１９ ３ １１ ４ ９ ４

Ｋ２ Ｏ ７２ １７６ １６ ６８３ ９４ ８ ８ ２ ３１ ６

衡ꎬ 攸丘陵紫泥—黄泥水稻区
Ｒｅｃａｌｃａｒ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ａｌ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 Ｙａｕｘｉａｎ
ｈｉｌｌｙ

Ｎ ８４ ３１４ １５ ７８１ ５０ ３ １１ ５ ３０ ４

Ｐ２ Ｏ５ ７８ １１７ １３ ７３５ １１７ ４ １３ ６ １０ ６

Ｋ２ Ｏ ７８ １７８ １５ ９２７ ８９ ５ １１ ０ ３５ ３

娄、 邵丘陵灰泥—黄泥—黄沙泥水稻土区
Ｈａｐｌｉ￣ ０ｒｔｈｉｃ Ｓｐｏｄｏｓｏｌｓ － Ｐａｒａｓａｌｉｃ － 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 Ｖｅｒｔｉｃ Ｆｅ￣ｌｅａｃｈ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 ｓａｒｅａ
ｉｎ Ｌｏｕｄｉ￣Ｓｈａｏｙａｎｇ ｈｉｌｌｙ

Ｎ ９５ ３０５ １５ ２８４ ５０ １ １１ ５ ３４ ３

Ｐ２ Ｏ５ ９５ １２９ １４ １４１ １０９ ６ １３ １ １１ ５

Ｋ２ Ｏ ８９ １５９ １５ ８５５ ９９ ７ １０ ６ ４２ ０

湘南中低山丘陵盆地灰黄泥—灰泥水稻土区
Ｔｙｐｉｃ Ｆｅ￣ｌｅａｃｈｉ 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 Ｈａｐｌｉ － ０ｒｔｈｉｃ
Ｓｐｏｄ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ｈｉｌｌ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ｕｎａｎ

Ｎ ７７ ２７５ １５ ２３４ ５５ ４ １１ ７ ３３ ９

Ｐ２ Ｏ５ ８２ １１３ １２ ３２６ １０９ １ １２ ６ １０ ２

Ｋ２ Ｏ ７２ １５２ １５ ５１１ １０２ ０ １０ １ ３７ ０

湘西中低山灰泥—浅紫泥水稻土区 Ｈａｐｌｉ￣０ｒｔｈｉｃ
Ｓｐｏｄｏｓｏｌｓ － Ｒｅｃａｌｃａｒ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ｎａｎ

Ｎ ７５ １６４ ８ ３９４ ５１ ２ ８ ６ ３５ ０

Ｐ２ Ｏ５ ６９ ８０ ７ ８４０ ９８ ０ １０ １ １２ ８

Ｋ２ Ｏ ６８ ９９ ８ ８６９ ８９ ６ １０ ４ ３４ ８

２ ３　 ３０ 年来湖南省肥料利用率的变化趋势

为了分析近 ３０ 年来我省田间试验条件下早稻、 晚稻和中稻肥料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ꎬ 本研

究还收集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 全省 １８９０ 个水稻田间肥料试验的数据ꎮ 统计结

果 (图 １) 表明当时我省早稻、 晚稻、 中稻的氮肥利用率为 ３２％ ~ ３７％ ꎬ 磷肥利用率为 １４％ ~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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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ꎬ 钾肥利用率为 ３７％~ ５８％ ꎮ 我们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不同区域水稻试验结果分析发现ꎬ 目前

图 １　 湖南省不同植稻土区肥料利用率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Ｈｕｎａｎ
Ⅰ 洞庭湖平原紫泥水稻土区 Ｅｎｄｏｇｌｅｙ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ｐｌａｉｎꎻ Ⅱ 环湖 岗

红黄泥水稻土区 Ｔｙｐｉｃ Ｆｅ￣ａｃｃｍｕ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ａｌ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ꎻ Ⅲ 长、 浏、 平丘陵低山红黄泥—黄泥水稻土区 Ｔｙｐｉｃ Ｆｅ￣Ａｃｃｍｕ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ａｌｉｃ Ｈａｐｌｉ￣
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Ｌｉｕｙａｎｇ￣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ｈｉｌｌｙꎻ Ⅳ 衡、 攸丘陵紫泥—黄泥水稻区 Ｒｅｃａｌｃａｒｉｃ Ｈａｐｌｉ￣
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ａｌ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Ｙａｕｘｉａｎꎻ Ⅴ 娄、 邵丘陵灰泥—黄泥—
黄沙泥水稻土区 Ｈａｐｌｉ￣Ｏｒｔｈｉｃ Ｓｐｏｄｏｓｏｌｓ － Ｐａｒａｓａｌｉｃ￣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 Ｖｅｒｔｉｃ Ｆｅ￣ｌｅａｃｈ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 ｓａｒｅａ ｉｎ
Ｌｏｕｄｉ￣Ｓｈａｏｙａｎｇꎻ Ⅵ 湘南中低山丘陵盆地灰黄泥—灰泥水稻土区 Ｔｙｐｉｃ Ｆｅ￣ｌｅａｃｈｉ 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 Ｈａｐｌｉ￣
Ｏｒｔｈｉｃ Ｓｐｏｄ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ｈｉｌｌ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ｕｎａｎꎻ Ⅶ 湘西中低山灰泥—浅紫泥水稻土区
Ｈａｐｌｉ￣Ｏｒｔｈｉｃ Ｓｐｏｄｏｓｏｌｓ—Ｒｅｃａｌｃａｒｉｃ Ｈａｐｌｉ￣Ｓｔａｇｎ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ｓｏｌｓ ａｒｅａ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ｎａｎ

水稻的氮肥利用率在不同地区间的变异很大ꎬ 变幅在 １０ ８％~ ４０ ５％ ꎬ 平均为 ２７ ５％ ꎻ 磷肥利用

率不同地区的变幅在 ７ ３％ ~ ２０ １％ ꎬ 平均为 １１ ６％ ꎻ 钾肥利用率不同地区的变幅在 ２１ ２％ ~
３５ ９％ ꎬ 平均为 ３１ ３％ ꎮ 可见无论氮肥、 磷肥ꎬ 还是钾肥ꎬ 从 ３０ 年变化来看ꎬ 我省水稻作物的

肥料利用率均呈逐渐下降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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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３ １　 湖南省水稻肥料利用效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３ １ １　 施肥过量是我省肥料利用效率偏低的最主要原因

在我省的水稻生产中ꎬ “要高产就必须多施肥” 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ꎮ 稻农为了获得水稻作

物高产ꎬ 大量施用化肥ꎬ 特别是氮肥和磷肥ꎬ 不合理甚至盲目过量施用现象十分普遍ꎬ 尤其在高

产水稻种植区更为突出ꎮ 近年来我们对湖南省 ８ 个县的双季稻高产种植区的田间肥料施用量调查

结果表明ꎬ 双季稻 (早稻ꎬ 晚稻) 的平均化肥 (纯养分ꎬ 以下同) 用量为 ４３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中氮

肥用量就达到 ２３３ ｋｇ / ｈｍ２ꎬ 磷肥用量为 ８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钾肥用量为 １１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较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末和 ８０ 年代初明显增加ꎮ 如果以 ７０％ 的化肥消费用于水稻生产ꎬ 按照 «湖南省农业年鉴» 的资

料ꎬ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ꎬ 经过了 ３０ 多年的时间ꎬ 水稻产量仅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１ ９４２ ５ ｔ / ｈｍ２ 增

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２ ６６４ ２７ ｔ / ｈｍ２ꎬ 水稻总产量仅提高了 ３７％ ꎬ 而化肥施用量则从 １５９ ３６ 万吨增至

４４６ ７７ 万吨ꎬ 化肥总施用量提高 １ ８ 倍ꎬ 化肥用量的大幅度增加伴随的是粮食作物产量的徘徊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与全省 ５０ 个县土壤肥料工作站对全省 １ ８００多个农户的高

产水稻田进行的调查发现ꎬ 早稻、 晚稻和中稻的氮磷钾肥平均施用量分别为 １９８ ｋｇ / ｈｍ２、
７７ ｋｇ / ｈｍ２和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已大大高于郑圣先等[８]总结湖南省 ８ 个县高产水稻土的田间试验数据

提出的高产水稻作物最佳氮肥用量 Ｎ １５０ ~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最佳磷肥用量 Ｐ２Ｏ５ ４５ ~ ６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最

佳钾肥用量 Ｋ２Ｏ ７５ ~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的水平ꎮ 随着我省耕地的日益减少、 人口的不断增加ꎬ 未来我省

粮食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ꎬ 因而只有持续增产才能满足我省粮食安全的需求ꎮ 因此ꎬ 化肥用量的

增减必须以同时大幅度增加作物产量和提高养分效率为目标ꎮ
３ １ ２　 土壤基础氮、 磷养分过高是我省肥料利用率偏低的另一重要原因

一般而言ꎬ 土壤基础肥力水平是决定肥料利用效率高低的基本因素ꎮ 在土壤基础肥力水平较

低时ꎬ 得到高的肥料利用率和农学效率的频率较大ꎻ 反之ꎬ 在高肥力土壤上得到高的肥料利用率

和农学效率的频率较小[８] ꎮ 近 ３０ 年来ꎬ 随着化肥的施用、 土壤质量的改善和作物生产水平的提

高ꎬ 特别是部分地区过量施肥与作物根茬还田量的增加ꎬ 我省水稻土肥力总体上普遍提高ꎬ 耕地

土壤全量养分稳中上升ꎬ 氮、 磷等速效养分明显增加ꎬ 部分农田已表现为过量累积ꎮ 从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年我省稻田土壤无肥区 (不施任何肥料) 早、 晚稻产量通常在 ４ ５ ~ ６ ５ ｔ / ｈｍ２ꎬ 中稻产量

在 ５ ０ ~ ６ ５ ｔ / ｈｍ２ꎬ 而东南亚的一些产稻国通常为 ３ ~ ４ ｔ / ｈｍ２ [９￣１０] ꎮ 据对全省 ２ ３６７个水稻土养

分测定结果ꎬ 湖南省稻田土壤的平均有机质、 全氮、 碱解氮、 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为

(３７ １ ± １０ ３) ｇ / ｋｇ、 (２ ２５ ± ０ ７３) ｇ / ｋｇ、 (１８５ ３ ± ５９ ０) ｍｇ / ｋｇ、 (１８ ９ ± １２ １) ｍｇ / ｋｇ 和

(９９ ０ ± ４８ ４) ｍｇ / ｋｇꎮ 与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相比ꎬ 当前我省 ７ 个植稻区土壤有机质、 全氮和

速效磷含量均上升ꎬ 土壤钾养分有所下降ꎮ 土壤基础氮、 磷养分高是由于长期施用大量氮、 磷肥

和有机肥料在稻田土壤中积累所致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我省施肥管理是以培肥土壤ꎬ 提高

稻田土壤生产力为宗旨ꎮ 基础肥力是评价土壤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参数ꎮ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通

过 ３４ 年红壤水稻土长期定位试验研究表明ꎬ 无肥区年平均产量 ( 早稻 ＋ 晚稻) 水平为

６ ２１ ｔ / ｈｍ２ꎬ 在氮肥用量为 １００ ~ １２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也能获得 １１ ０ ~ １１ ７ ｔ / ｈｍ２ 的产量[１１] ꎮ 尽管其无

肥区产量远低于我省不同植稻区稻田ꎬ 但这一系统自 １９８１ 年开始以来已经连续种植了 ６８ 季水

稻ꎬ 其土壤生产力仍没有降低ꎮ 相反ꎬ 这一系统中氮肥和磷肥的农学利用率分别达到 １７ ２ ｋｇ / ｋｇ
和 ２０ ９ ｋｇ / ｋｇꎬ 远高于目前我省的平均值 １１ ０５ ｋｇ / ｋｇ 和 １２ １６ ｋｇ / ｋｇꎮ 由此ꎬ 在南方灌溉稻田

中ꎬ 并不需要保持很高的土壤基础氮和磷来维持土壤的生产力ꎮ 因为培肥土壤达到高的基础氮、
磷水平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有机和无机氮、 磷肥ꎮ 而且ꎬ 基础氮、 磷含量高的土壤在冬季休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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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有更多的氮、 磷素损失进入环境ꎬ 更重要的是土壤基础氮、 磷过高ꎬ 当氮、 磷肥大量施用时

将导致氮、 磷肥农学利用率降低ꎮ 显然ꎬ 施肥后的肥料氮、 磷养分尽量多让当季作物吸收利用要

比施肥后的肥料氮、 磷养分残留于土壤中更有利于减少氮、 磷养分的损失ꎮ 水稻在中低基础氮磷

的土壤条件下应该比高基础氮磷条件下对氮磷肥的反应更为敏感ꎮ 笔者推测基础氮磷高水平可能

是我省氮磷肥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ꎮ 当前面临的课题是如何在不影响土壤肥力其他性状的前提

下ꎬ 能否适当少施氮肥或停施磷肥降低一部分高生产力稻田的基础氮磷来提高氮磷肥利用率ꎮ
３ １ ３　 环境养分来源多ꎬ 数量大

随着我省经济快速增长、 畜牧业的发展以及化学肥料施用量的增加ꎬ 通过大气干湿沉降、 灌

溉水等途径进入农田生态系统的环境养分数量越来越大ꎬ 在实际生产中却很少有人注意这部分养

分资源对土壤养分和作物营养的贡献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ꎬ 我省对自北向南区域的岳阳、
常德、 吉首、 长沙、 株洲、 湘潭、 邵阳、 怀化、 衡阳、 郴州地区设立 １１ 个监测站对大气氮素进

行了连续监测ꎬ 发现大气氮素干湿沉降已成为作物营养的重要来源ꎬ 多年多点测定结果表明ꎬ 大

气氮素年沉降总量可达 ６６ ~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中年均湿沉降输入的 ＮＯ３ ￣Ｎ ６ ３ ｋｇ / ｈｍ２、 ＮＨ４ ￣Ｎ
１６ ３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Ｋ ４ ２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而干沉降的贡献甚至高于湿沉降ꎮ 农业部望城红壤水稻土生态

环境重点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测定结果表明ꎬ 大气湿沉降输入氮量为 １２ ~ ２２ ｋｇ / ｈｍ２ꎮ 灌溉水中

也含有大量的氮、 磷、 钾和微量元素ꎬ 成为稻田生态系统的重要补充部分ꎮ 湖南稻田生态系统

２８ 个试验点的测定结果表明灌溉水输入的氮量为 ７ ~ ３２ ｋｇ / ｈｍ２ꎮ 目前在稻田生态系统环境养分

输入中ꎬ 虽然生物固氮量是最不清楚的一项ꎬ 但生物固氮对粮食作物农田生态系统养分输人仍是

不可忽视的ꎮ 这些环境来源的养分是影响我省肥料利用效率的重要方面ꎬ 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３ １ ４　 水稻产量潜力未充分挖掘

提高水稻产量是提高肥料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ꎮ 长期以来我省水稻生产一直以精耕细作著称

于世ꎬ 水稻单产水平也较高ꎬ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ꎬ 我省早稻、 晚稻和中稻的平均产量分别为

５ ９５ ｔ / ｈｍ２、 ６ ３５ ｔ / ｈｍ２ 和 ６ ５７ ｔ / ｈｍ２ [１２] ꎬ 目前在试验条件下不同植稻区的平均产量水平分别是

早稻 ６ １８ ~ ７ １３ ｔ / ｈｍ２ꎬ 晚稻 ６ ０９ ~ ７ ０６ ｔ / ｈｍ２ꎬ 中稻 ７ ９７ ~ ８ ４４ ｔ / ｈｍ２ꎮ 但是对比我省与发达

的江苏和浙江地区水稻单产水平可以发现ꎬ 我省水稻单产水平还有待提高ꎬ 如 ２００８ 年浙江水稻

的平均单产就达到 ７ ０４ ｔ / ｈｍ２ꎬ 江苏的水稻平均单产达 ７ ９４ ｔ / ｈｍ２ [１３] ꎮ 而在我省的高产栽培试

验中ꎬ 超级稻的单产可达 １３ ｔ / ｈｍ２ [１４]甚至更高ꎬ 可见实际生产中产量仅发挥了高产潜力的 ５０％
左右ꎬ 所以我省目前水稻产量潜力仍未充分挖掘ꎮ 大量的研究证明ꎬ 养分高效水稻品种在同样的

投入下可以较常规品种增产 １０％~ ２０％ ꎬ 按 １０％ 保守估算ꎬ 如果我省水稻均采用这类品种ꎬ 在不

增加肥料养分投入和不改变播种面积的情况下ꎬ 可以实现粮食增产 ２７０ 万吨ꎮ 因此ꎬ 为实现我省

水稻肥料利用效率的提高ꎬ 仍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ꎮ
３ １ ５　 农田养分损失严重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不仅可通过提高作物产量和养分吸收量来实现ꎬ 而且也要有效地阻控农田

养分损失ꎮ 肥料高投入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水稻的产量ꎬ 但也大大地增加了养分损失的可能

性ꎬ 近年来已在这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ꎮ 连续 ３ 年在我省湘中和洞庭湖区的稻田氮素的径流损失

量为 Ｎ １９ ６ ~ ２２ 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磷素的径流损失量 Ｐ ０ ５６ ~ ０ ５８ ｋｇ / ｈｍ２ [１５] ꎮ 稻田氮、 磷的淋溶损

失量分别为 Ｎ ６ ４１ ｋｇ / ｈｍ２ 和 Ｐ ０ 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１６￣１７] ꎮ 径流损失在降雨较多的湖南省是稻田养分损

失的主要途径ꎬ 农田养分的损失进一步降低了肥料的利用效率ꎮ
３ ２　 提高水稻肥料利用效率的技术进展

３ ２ １　 有机肥施用和秸秆还田

有机肥料中有机质含量高、 养分丰富ꎬ 肥效稳定而且长效ꎬ 具有培肥土壤和改善土壤理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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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功能ꎬ 其长期累积效用与化肥相当ꎮ 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ꎬ 具有独特的优点ꎬ 可有效提高

肥料利用率ꎮ 利用稻草还田既是解决目前有机肥源缺乏和培肥地力的重要途径ꎬ 又是有机物料就

地转化ꎬ 实现增产、 增效、 省工、 节本的有效措施ꎬ 同时还可促进作物增产ꎬ 提高肥料的高效利

用ꎮ 湖南省是水稻生产大省ꎬ 在水稻生产中产生了大量的稻草秸秆资源ꎬ 针对我省各地稻草还田

方式的不同ꎬ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ꎬ 大力推广稻草留高桩翻耕还田、 稻草低桩收割还田、 稻草覆盖

免耕还田、 稻草堆沤还田、 稻草垫栏过腹还田、 稻草易地还田和机械化稻草还田等实用技术ꎮ 研

究有机肥、 秸秆利用下氮磷钾肥减量机制ꎬ 针对有机肥或秸秆中养分含量的差异配合化肥施用以

及秸秆还田条件下的肥料运筹ꎬ 最终形成施用有机肥和秸秆还田下肥料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高效

利用机制ꎬ 化肥减量施用控制基准与调控途径ꎮ 研究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ꎬ 稻草替代部分钾肥的

施用技术ꎮ 针对早稻稻草还田下如果翻压还田技术不到位ꎬ 特别是在免耕覆盖条件下秸秆不易腐

烂分解ꎬ 常导致翻压前期与水稻秧苗争氮、 争肥ꎬ 影响到禾苗的生长发育ꎬ 水田土壤中产生大量

还原性物质和有机酸的积累而对水稻根系生长的毒害影响等问题ꎬ 研究增施作物秸秆腐解剂以加

速稻草腐解ꎬ 找到早稻稻草和晚稻稻草最佳利用模式ꎮ
３ ２ ２　 稻田绿肥生产利用

绿肥在我国应用历史悠久ꎬ 在化肥大规模应用之前ꎬ 绿肥的利用为农业生产做出巨大贡献ꎮ
研究表明ꎬ 稻田绿肥与化肥配施为水稻可持续生产和土壤肥力的提高提供保证ꎬ 长期施用绿肥的

基础上减施氮钾肥 ２０％ ~ ４０％ 还可实现水稻稳产增产ꎬ 实现肥料利用效率的提高[１８] ꎮ 近年来ꎬ
湖南省引进、 筛选与培育适宜于湖南省双季稻和一季稻生产与利用的紫云英、 肥田萝卜、 油菜、
黑麦草、 毛叶苕子、 箭筈豌豆等绿肥作物种质资源ꎬ 构建湖南省绿肥作物种质资源库与资源圃ꎬ
对适宜不同经营主体的绿肥作物品种进行选育与扩繁ꎬ 以早花、 适产、 耐迟播的选育目标ꎬ 培育

出了 ４ 个稻田紫云英新品种 “湘紫 １ 号、 湘紫 ２ 号、 湘紫 ３ 号和湘紫 ４ 号”ꎮ 进行冬闲稻田绿肥

轻简、 高效种植与利用技术研究ꎮ 构建种植绿肥的稻田土壤生物碳氮调控技术、 绿肥高产栽培技

术、 不同稻草利用方式与紫云英等绿肥协同提升地力技术ꎬ 并从绿肥种植和在稻田中的生产与利

用等方面形成配套的轻简化生产技术体系ꎬ 集成了湖南稻田绿肥作物高效生产利用以及化肥减量

施用的配套技术ꎬ 发挥其在提升地力和提高肥料高效利用中的作用ꎬ 保障水稻丰产稳产ꎮ
３ ２ ３　 新型缓 / 控释肥料的应用

新型缓 / 控释肥料具有高肥力和长肥效的作用ꎬ 其使用为既增加水稻产量又提高水稻种植中

的肥料利用率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手段ꎮ 近年来ꎬ 根据我省稻农作制特点引进与筛选出适合不同水

稻季别的缓 / 控释肥料ꎬ 根据水稻丰产栽培的要求ꎬ 配套研究了不同土壤类型、 不同水稻类型

(常规稻、 杂交稻、 超级稻、 优质稻) 的需肥规律ꎻ 研究和筛选出适合不同区域稻田土壤、 水肥

调控、 水稻丰产的新型增效复混肥料、 缓 / 控释肥料、 稳定性肥料、 水溶性肥料和微生物肥料

(活细胞肥料、 硅渣肥料) 等新产品ꎬ 并提出了相配套的应用技术ꎬ 能为不同季别水稻高产稳产

提供周年丰产化肥减量 １５％~ ３０％ 生产实用技术ꎮ 筛选出经济效益较高的脲酶抑制剂、 硝化抑制

剂和缓释剂等肥料添加剂ꎬ 进行水肥运筹ꎬ 有效地减少氨挥发和肥料养分的淋失ꎬ 提高肥料利用

率ꎮ 在常规施氮量上节氮 ２０％ 尿素添加不同种类氮抑制剂在早、 晚稻上的产量效应、 氮素吸收

利用效率的结果表明ꎬ 早稻节氮 ２０％ 尿素 ＋ 硝化抑制剂和节氮 ２０％ 尿素 ＋ 脲酶抑制剂处理的增

产效果较好ꎻ 晚稻节氮 ２０％ 尿素 ＋ 脲酶抑制剂处理的增产效果较好ꎮ 节氮 ２０％ 尿素 ＋ 脲酶抑制

剂和节氮 ２０％ 尿素 ＋ 硝化抑制剂显著提高了早、 晚稻氮肥回收利用率ꎮ
３ ２ ４　 土壤养分管理

利用长期定位施肥试验并结合盆栽试验ꎬ 研究出长期不同施肥模式对双季稻产量和土壤基础

地力的影响ꎬ 长期施用氮磷钾肥 (ＮＰＫ) 或氮磷钾肥配施稻草 (ＮＰＫＳ) 有利于双季稻产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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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ꎮ ＮＰＫ 处理的早稻产量、 晚稻产量和年总产量分别较对照 (ＣＫ) 处理增产 １００ ７％ 、 ６７ ０％
和 ８１ ９％ ꎬ ＮＰＫＳ 处理分别增产 １１３ ８％ 、 ７７ ７％ 和 ９３ ７％ ꎮ ＣＫ 处理早稻基础地力产量随试验

年限的增加呈极显著下降趋势 (Ｐ < ０ ０１)ꎬ 晚稻基础地力产量在试验的前 ９ 年随年限增加呈极

显著下降 (Ｐ < ０ ０１)ꎬ 之后基本维持稳定ꎮ 长期施用氮磷钾肥或氮磷钾肥配施稻草有利于土壤

基础地力的提升ꎮ 无论施肥或不施肥ꎬ 早晚稻产量均随土壤基础地力产量提高而增加ꎻ 肥料对早

晚稻产量贡献率随基础地力产量提高而极显著降低ꎮ 土壤有机质、 全氮、 速效钾是影响土壤基础

地力的主要养分因子ꎬ 土壤全磷、 全钾、 碱解氮、 有效磷对土壤基础地力也产生重要影响ꎮ 早晚

稻产量均随土壤基础地力的提高而增加ꎬ 说明土壤基础地力对水稻生长有 “水涨船高” 效应ꎮ
在同一施肥水平条件下ꎬ 早、 晚稻均以土壤基础地力较高 ＮＰＫＳ 处理氮、 磷、 钾肥偏生产力、 土

壤养分依存率、 氮、 磷、 钾素收获指数较高ꎬ 氮、 磷、 钾肥回收利用率、 肥料农学效率、 肥料对

产量的贡献率则较低ꎮ 氮、 磷肥回收利用率、 氮、 磷、 钾肥农学效率、 氮、 钾素生理利用率均随

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的提高呈显著或极显著降低ꎻ 氮、 磷、 钾肥偏生产力、 氮、 磷、 钾素土壤依

存率随土壤基础地力贡献率的提高呈显著或极显著提高ꎮ 在较高基础地力土壤上生产水稻ꎬ 可以

在保证水稻高产稳产的情况下实现减量化施肥ꎬ 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ꎮ
３ ２ ５　 推荐施肥策略

近年来通过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的开展和推进对水稻高产高效生产和肥料利用率的提高起到

较大的作用ꎮ 在当前测土施肥的 “大配方、 小调整” 的指导原则下ꎬ 基本上可以根据已有的测

土数据满足我省小农户为主要经营单元的水稻推荐施肥ꎬ 但做到一家一户依据土壤测试结果推荐

精确施肥还有难度ꎮ 目前我省大面积水稻生产水平条件下ꎬ 双季稻种植区的早稻氮磷钾肥推荐量

为 １２０ ~ １５０ｋｇ Ｎ / ｈｍ２ꎬ ６０ ~ ７５ ｋｇ Ｐ２Ｏ５ / ｈｍ２和 ７５ ~ １２０ ｋｇ Ｋ２Ｏ / ｈｍ２ꎻ 一季稻种植区氮磷钾肥推荐

量分别为 １５０ ~ ２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ꎬ ７５ ~ ９０ ｋｇ Ｐ２Ｏ５ / ｈｍ２和 １０５ ~ １３５ ｋｇ Ｋ２Ｏ / ｈｍ２ꎮ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我们

结合湖南省不同水稻生态功能分区ꎬ 在分区调查与收集近 ５ 年土壤—植株养分和水稻产量及植株

性状数据的基础上ꎬ 运用精准养分管理技术结合来自不同规模农田的信息以做出针对特定田块的

Ｎ、 Ｐ 和 Ｋ 等养分的施肥决策 (合适的肥料种类ꎬ 合适的施肥水平ꎬ 合适的施肥时间和合适的施

肥位置)ꎬ 对不同稻区的水稻需肥规律及水稻生长特性数据进行分析与解译ꎬ 综合分析研究不同

水稻生态区的水稻营养特征及其需肥特性ꎬ 开发出水稻养分专家系统ꎬ 并在不同稻区水稻推荐施

肥上进行验证ꎮ 以水稻粮食作物为对象ꎬ 研究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精准施肥技术ꎬ 重点进行新型

作物养分推荐系统的研发ꎬ 突破以往采用的取样测土的传统指导施肥方法的束缚ꎬ 完善养分专家

系统在水稻上的应用效果进行相关成果的总结、 整理和针对性补充研究ꎬ 以形成系统性的数据关

系ꎬ 用以修正系统中部分参数的设置ꎬ 为这项创新科技早日应用于水稻生产ꎬ 改善水稻生产中盲

目、 过量和非平衡施肥的现状提供优化施肥新途径ꎮ
３ ２ ６　 机械定位施肥策略

随着现代化农业和农机具的推广应用ꎬ 合理的施肥位置需要与农机相结合ꎮ 针对目前水稻种

植中的机械起垄垄栽种植和宽窄行错位机插等ꎬ 进行基肥一同施入ꎬ 通过机械将养分施用在土壤

中的合适位置上ꎬ 使作物易于吸收利用ꎬ 促进肥料养分的高效吸收利用ꎮ 植物的营养状况是动态

系统的一部分ꎬ 必须因地因时而变ꎬ 各项措施都会与植物—土壤—气候系统相互作用ꎬ 施肥的效

应随上述因素的变化而变化ꎮ 作物生产体系非常复杂ꎬ 所以ꎬ 对于养分施用的管理需要明白其背

后的基本科学原理并测定施肥对作物体系中性能指标的影响ꎬ 这对不断优化管理措施非常重要ꎮ
因此ꎬ 今后将逐步完善并推广基于自动化监测的水肥一体化施肥技术、 种肥同播的水稻直播技

术、 农机与农艺相结合的机械化根际周围施肥技术、 液体肥料或水溶性肥料与水稻灌溉相结合的

化肥分次减量施用技术、 以及有机类肥料高效施用技术ꎬ 并研发出与之配套的施肥装备ꎮ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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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免耕与秸秆还田对土壤肥力和稻麦产量的影响∗

刘世平∗∗ꎬ 周　 苏ꎬ 李　 华ꎬ 陈　 畅ꎬ 张洪程∗∗∗

(扬州大学江苏省作物遗传生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点 /
粮食作物现代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ꎬ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 为探讨免耕和秸秆还田对农田土壤肥力和稻麦产量的影响ꎬ 通过 １３ 年不同耕作方式和秸秆直接还田的

连续定位试验ꎬ 研究了稻麦两熟制下不同耕作方式和秸秆还田的效应ꎮ 免耕处理耕层土壤容重高于耕翻处理ꎬ
大田免耕土壤呼吸速率降低ꎬ 而秸秆还田影响不明显ꎮ 连续免耕 (免耕覆盖 ＮＴＳ 与免耕高茬 ＮＴＨ) 和翻耕秸秆

直接还田 (全量还田 ＣＴＳ１、 半量还田 ＣＴＳ２) １０ 年后土壤有机质、 全 Ｎ、 碱解 Ｎ、 速效 Ｋ 含量增加ꎬ 与翻耕秸

秆不还田 (ＣＴ) 相比ꎬ 稻麦两季平均增加幅度为 １１ １％~ ２８ ７％ 、 １２ ４％~ ２４ ９％ 、 １５ ８％~ ３１ ９％ 、 － ２ ３％~
１７ ９％ ꎬ 秸秆焚烧还田 ( ＣＴＢ) 比 ＣＴ 也略有增加ꎬ 但其幅度都没有翻耕秸秆直接还田处理大ꎻ 麦免稻耕

(轮耕 １ꎬ ＲＴ１)、 麦耕稻免 (轮耕 ２ꎬ ＲＴ２) 与 ＣＴ 相比ꎬ 有机质、 全 Ｎ、 碱解 Ｎ、 速效 Ｋ 均有所增加ꎬ 说明一季

秸秆直接还田对土壤有一定的培肥作用ꎬ 但没有两季还田效果显著ꎮ 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近 １０ 年产量看ꎬ 翻耕秸秆

还田有利于水稻高产ꎬ 水稻免耕直播也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ꎬ 水稻连续免耕套 (直) 播产量较低ꎬ 周年产量以

ＣＴＳ２ 为最高ꎬ ＲＴ１ 次之ꎬ ＣＴＳ１ 也较高ꎬ ＲＴ２、 ＮＴＨ 基本与 ＣＴ 持平ꎬ 仅 ＮＴＳ 低于对照 ＣＴꎬ 主要是套 (直) 播水

稻产量较低造成的ꎮ 免耕、 轮耕与秸秆直接还田相结合的可持续耕作技术体系ꎬ 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ꎬ 增加作

物产量ꎬ 可在稻麦两熟地区普遍运用ꎮ
关键词: 稻麦两熟ꎻ 土壤耕作ꎻ 秸秆还田ꎻ 土壤肥力ꎻ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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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ｍｉｇｈ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ꎬ ａｎｄ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 ｗｈｅａｔ￣ｒｉｃ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ｉｃｅ￣ｗｈｅａ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ꎻ Ｓｏｉｌ ｔｉｌｌａｇｅꎻ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ꎻ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ꎻ Ｙｉｅｌｄ

我国是人口和粮食消费大国ꎬ 我国的粮食安全是世界关注的焦点ꎮ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ꎬ 但大

部分耕地上ꎬ 热量资源丰富ꎬ 精耕细作、 复种多熟是我国传统增产粮食的主要技术措施ꎮ 江苏省是

我国粮食主产区ꎬ 稻麦两熟是最主要的复种模式之一ꎬ 其生产能力的稳定提高和可持续发展ꎬ 对国

家粮食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免耕作为低耗持续农业生产和保护性耕作的一项重要手段ꎬ 越来

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１￣３] ꎮ 同时ꎬ 稻麦两熟地区的秸秆资源丰富ꎬ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粮食

单产水平的提高ꎬ 秸秆的剩余量越来越多ꎬ 秸秆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ꎮ 秸秆处理问题已成为

一大难题ꎬ 秸秆田间焚烧现象严重ꎬ 损失巨大[４￣５] ꎮ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造成有机物质和饲料资源的

大量浪费ꎬ 而且对大气环境及航空交通等造成危害ꎮ 利用秸秆直接还田ꎬ 既可充分利用秸秆资源ꎬ
减轻焚烧秸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ꎬ 又是发展可持续农业不可替代的有效途径[６￣８] ꎮ 秸秆直接还

田是当前乃至今后秸秆资源利用的主渠道ꎬ 目前ꎬ 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证明秸秆还田对农业生态系

统是有利的[９￣１２] ꎬ 但对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所引起的生态效应ꎬ 尚缺乏系统定位研究ꎮ 增加稻麦产

量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点ꎬ 改革耕作栽培方式ꎬ 增加复种指数ꎬ 降低生产成本ꎬ 努力提高单产

和效益是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ꎮ 传统的耕作栽培方式ꎬ 在稻麦生产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ꎬ 耕作栽培方式也在不断变革ꎮ 在生产上同时存在稻麦两季耕翻、 水稻耕翻小麦少免

耕、 稻麦少免耕结合秸秆还田等不同耕作方法ꎬ 以及水稻人工移栽、 抛秧、 机插秧、 直播ꎬ 小麦机

条播、 套播等不同的稻麦栽培方式ꎬ 在生产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ꎬ 社会上引起不同的反响ꎮ 长期定

位研究免耕、 轮耕与秸秆还田等可持续耕作技术体系对农田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 生产力的影响ꎬ
丰富耕作和生态学的理论ꎬ 为稻麦免耕高产栽培和秸秆科学还田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时间、 地点

试验在扬州大学遗传生理重点实验室试验田和网室内进行ꎬ 分别设置大田小区试验和网室水

泥池微区试验ꎬ ２００１ 年秋播开始进行定位试验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对土壤理化性质和作物产量等进

行测定分析ꎮ
１ ２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为沙壤土ꎬ 大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为 １４ ６６ ｇ / ｋｇꎬ 全氮含量为 ０ ９７ ｇ / ｋｇꎬ 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含量依次为 ８７ ９ ｍｇ / ｋｇ、 ３０ ８ ｍｇ / ｋｇ 和 ７５ ５ ｍｇ / ｋｇꎮ 网室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为

１５ ７ ｇ / ｋｇꎬ 全 氮 含 量 为 １ １３ ｇ / ｋｇꎬ 碱 解 氮、 速 效 磷、 速 效 钾 含 量 依 次 为 ９３ ２ ｍｇ / ｋｇ、
４９ ３ ｍｇ / ｋｇ和 ８７ ６ ｍｇ / 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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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试验方法

１ ３ １　 试验设计

大田试验设置连续免耕秸秆覆盖还田 (连免覆ꎬ ＮＴＳꎬ 稻季覆盖麦秸ꎬ 麦茬高 ２５ ~ ３０ ｃｍꎬ
麦季覆盖稻秸ꎬ 稻茬高 ２０ ~ ２５ ｃｍꎬ 秸秆还田量为每季 ４ ５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免耕高茬还田 (免高茬ꎬ
ＮＴＨꎬ 留茬高度同 ＮＴＳꎬ 秸秆还田量为每季 ３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麦免稻耕 (轮耕 １ꎬ ＲＴ１ꎬ 秸秆还田

量为麦季 ３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麦耕稻免 (轮耕 ２ꎬ ＲＴ２ꎬ 秸秆还田量为稻季 ３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 翻耕秸

秆全量还田 (耕全还ꎬ ＣＴＳ１ꎬ 秸秆稻季翻埋麦季覆盖ꎬ 秸秆还田量为每季 ４ ５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翻耕

秸秆半量还田 (耕半还ꎬ ＣＴＳ２ꎬ 秸秆还田量为每季 ３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 稻麦秸秆焚烧 (耕烧还ꎬ
ＣＴＢꎬ 秸秆焚烧量为每季 ３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 和翻耕无秸秆还田 (耕无ꎬ ＣＴ) ８ 个处理ꎮ 每处理

２５ ｍ２ꎬ 随机排列ꎬ 重复 ３ 次ꎮ 网室设置连续免耕秸秆覆盖还田 (网免覆ꎬ ＮＴＳ)、 免耕高茬还田

(网免高ꎬ ＮＴＨ)、 翻耕秸秆还田 (网耕还ꎬ ＣＴＳ) 和翻耕无秸秆还田 (网耕无ꎬ ＣＴ) ４ 个处理ꎮ
每处理 ２ ｍ２ꎬ 随机排列ꎬ 重复 ３ 次ꎮ
１ ３ ２　 测定方法

在水稻、 小麦收获后用环刀法分 ０ ~ ７ ｃｍ、 ７ ~ １４ ｃｍ、 １４ ~ ２１ ｃｍ 三层测定耕层土壤容重ꎬ
同时取耕层土壤风干后测定各处理土壤有机质、 全氮和速效氮磷钾含量ꎻ 在水稻和小麦收割后用

ＬＩ￣６４００ 便携式光合仪测定土壤呼吸速率ꎮ 稻麦成熟期割方计实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对土壤容重的影响

在连续免耕与秸秆还田 １０ 年后ꎬ 于小麦和水稻收获后测定了土壤容重 (表 １)ꎮ 结果表明:
ＮＴＳ、 ＮＴＨ 处理耕层土壤容重高于 ＣＴＳ、 ＣＴꎬ 免耕处理耕层紧实度略高ꎬ 但 ＮＴＳ、 ＮＴＨ 处理耕层

土壤容重均未超过 １ ４０ ｇ / ｃｍ３ꎬ 这说明稻麦两熟连续免耕不会明显影响下季小麦根系的生长ꎮ 免

耕两处理中ꎬ ＮＴＳ 处理的土壤容重低于 ＮＴＨ 处理ꎬ 说明在免耕条件下秸秆覆盖还田有使耕层土

壤紧实度降低的趋势ꎻ 在耕翻条件下ꎬ 秸秆还田可明显降低中下层土壤容重ꎮ

表 １　 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对土壤容重的影响 (２０１１ꎬ 网室)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２０１１ꎬ Ｎｅｔ ｈｏｕｓｅ)

项目
Ｉｔｅｍ 麦收后 Ａｆ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ｇ / ｃｍ３ ) 稻收后 Ａｆｔｅｒ ｒｉｃ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ｇ / ｃｍ３ )

土层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ｃｍ) ０ ~ ７ ７ ~ １４ １４ ~ ２１ ０ ~ ２１ ０ ~ ７ ７ ~ １４ １４ ~ ２０ ０ ~ ２０

ＮＴＳ １ １１ａ １ ２３ｂ １ ３１ａ １ ２２ｂ １ ０３Ｃ １ ３３Ａ １ ３５Ａ １ ２４ＡＢ
ＮＴＨ １ １４ａ １ ３８ａ １ ３５ａ １ ２９ａ １ ２１Ｂ １ ３３Ａ １ ３０Ａ １ ２８ＡＢ
ＣＴＳ １ ２０ａ １ １７ｃ １ １５ｂ １ １７ｂ １ ２０Ｂ １ １８Ｂ １ ２０Ｂ １ １９Ｂ
ＣＴ １ １８ａ １ ２０ｂｃ １ １６ｂ １ １８ｂ １ ３５Ａ １ ３７Ａ １ ３４Ａ １ ３５Ａ

　 　 注: 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数值间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ꎬ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数值间差异极显著 (Ｐ <
０ ０１)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 ０５ ｏｒ ０ ０１ ｌｅｖｅｌ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２　 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对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

土壤呼吸速率主要与土壤温度、 水肥特性和微生物活动等因素有关ꎮ 在小麦和水稻收获后对

土壤呼吸速率进行了测定ꎬ 结果表明 (表 ２)ꎬ 不管小麦还是水稻收割后ꎬ 大田各个处理中ꎬ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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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呼吸速率差异显著ꎬ 其中免耕处理的 ＮＴＳ、 ＮＴＨ 土壤呼吸最低ꎬ 这可能与免耕紧实ꎬ 耕翻疏

松ꎬ 耕翻土壤中含有较多的微生物ꎬ 其活动释放 ＣＯ２ 有关ꎮ 网室麦后和稻后均与大田不同ꎬ 免

耕处理中ꎬ 免耕覆盖 ( ＮＴＳ) 大于翻耕 ( ＣＴ) 处理ꎬ 免耕高茬还田 ( ＮＴＨ) 与翻耕 ( ＣＴ) 相

近ꎮ 可能网室免耕处理没有大田紧实ꎬ 土壤水分含量较高ꎬ 微生物活动相对比较剧烈有关ꎮ 而翻

耕秸秆还田的土壤呼吸速率仅网室网耕还 (ＣＴＳ) 略高于网耕无 (ＣＴ)ꎬ 影响不明显ꎮ

表 ２　 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对土壤呼吸速率的影响 (２０１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麦收后 Ａｆ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稻收后 Ａｆｔｅｒ ｒｉｃ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呼吸速率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μｍｏｌ ＣＯ２ /
( ｍ２ ｓ)]

土壤温度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呼吸速率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μｍｏｌ ＣＯ２ /
( ｍ２ ｓ)]

土壤温度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地点
Ｓｉｔｅ

ＮＴＳ ２ ６２ｄ ２５ ３１ １ ３８ａｂ １４ ４４
ＮＴＨ ２ ５５ｄ ２４ ６０ ０ ８８ｂ １３ ９１
ＲＴ１ ３ １６ｂ ２６ ７０ １ ５３ａｂ １４ ３７
ＲＴ２ ３ ０８ｂｃ ２５ ３４ １ ４７ａｂ １４ ４５
ＣＴＳ１ ３ １５ｂ ２５ １６ １ ４２ａｂ １３ ２ 大田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
ＣＴＳ２ ２ ９４ｃ ２６ ６５ １ ８１ａ １２ ３９
ＣＴＢ ３ ４６ａ ２７ ２０ １ ４８ａｂ １３ １３
ＣＴ ３ ２３ｂ ２５ ３１ １ ７９ａ １４ ２５
ＮＴＳ ３ １９ａ ２２ ７６ ２ １６ａ １４ １４
ＮＴＨ ２ ６５ｂ ２２ ７９ １ ７８ａｂ １３ ４７
ＣＴＳ ２ ６９ｂ ２３ ４１ １ ３５ａｂ １３ ２８ 网室 Ｎｅｔ ｈｏｕｓｅ

ＣＴ ２ ５５ｂ ２３ ２７ １ ０５ｂ １３ ２１

２ ３　 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定位试验 １０ 年后ꎬ 在水稻和小麦收获后ꎬ 对土壤的化学性质测定结果表明 (表 ３): 在大

田ꎬ 连续免耕和秸秆直接还田 (ＮＴＳ、 ＮＴＨ、 ＣＴＳ１、 ＣＴＳ２) 土壤有机质、 全 Ｎ、 碱解 Ｎ、 速效 Ｋ
等含量都有所提高ꎬ 与 ＣＴ 相比ꎬ 稻麦两季收后平均增加幅度为 １１ １％ ~ ２８ ７％ 、 １２ ４％ ~
２４ ９％ 、 １５ ８％~ ３１ ９％ 、 － ２ ３％~ １７ ９％ ꎬ 速效 Ｐ 影响不明显ꎻ ＣＴＢ 比 ＣＴ 也略有增加ꎬ 其幅

度都没有秸秆直接还田处理大ꎻ ＲＴ１、 ＲＴ２ 与 ＣＴ 相比ꎬ 有机质、 全 Ｎ、 碱解氮、 速效 Ｋ 均有所

增加ꎬ 说明一季秸秆直接还田对土壤有一定的培肥作用ꎬ 但没有两季还田效果显著ꎻ 同一耕法年

秸秆还田量多ꎬ 有机质和速效 Ｋ 增加的幅度大ꎮ ＣＴＳ１、 ＣＴＳ２ 处理无论是稻后还是麦后土壤有机

质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ꎬ 秸秆还田量多的处理土壤有机质含量高ꎻ 在秸秆还田量相同时土壤有机

质含量 ＣＴＳ１ > ＮＴＳꎬ ＣＴＳ２ > ＮＴＨꎬ 即翻耕秸秆直接还田好于免耕覆盖和高茬还田ꎮ 在网室ꎬ 免

耕和秸秆直接还田提高了土壤有机质、 全 Ｎ、 碱解氮、 速效 Ｐ 和速效 Ｋ 含量ꎮ 因此ꎬ 免耕和秸秆

还田可改善土壤的供肥特性ꎬ 尤其对土壤有机质、 全 Ｎ、 碱解氮和速效 Ｋ 影响明显ꎬ 可适当减少

肥料施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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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处理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２０１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地点
Ｓｉｔ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麦收后 Ａｆ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稻收后 Ａｆｔｅｒ ｒｉｃ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Ｈｙｄｒｏｌｙ￣
ｓａｂｌｅ Ｎ

(ｍｇ / ｋｇ)

速效 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 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

ａｂｌｅ Ｎ
(ｍｇ / ｋｇ)

速效 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 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ＮＴＳ １８ ６５ａｂ １ ０５ｂｃ ８４ ６４ｃｄ ２０ ４０ａ １１５ ４４ｂｃ １７ ８７ｃｄ １ ０３ｂｃ ８４ ３３ｂ ２１ ４９ａｂ ９４ ５２ｃｄ
ＮＴＨ １７ ９７ｂ １ ０４ｃｄ ９１ ２６ａｂｃ ２０ ９３ａ １０７ ４７ｄ １７ ３９ｄ １ １５ａｂ ８９ ２１ａｂ ２０ ５９ａｂ ９３ ５９ｃｄ
ＲＴ１ １７ ９４ａｂ １ ０１ａｂ ８８ ３１ｂｃ ２０ ５０ａ １１６ ４ｂｃ １８ ２７ｂｃｄ １ ０６ｂｃ ８５ ０６ｂ １９ ８８ａｂ ９７ ４５ｃｄ

大田 ＲＴ２ １９ １４ａｂ ０ ９５ｂ ８２ １４ｃ ２２ ０５ａ １０９ ５７ｃｄ １７ ３２ｄ １ ０３ｂｃ ７３ ５４ｃ ２０ １４ａｂ ９１ ７７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 ＣＴＳ１ ２０ ０２ａ １ ０９ａｂ ９２ ２２ａｂ ２１ ５１ａ １２７ ４３ａ ２０ ９３ａ １ ２２ａ ９１ ５７ａｂ １９ ３５ｂ １１５ ２７ａ

ＣＴＳ２ １９ ４０ａｂ １ １１ａ ９７ ７０ａ ２２ ８３ａ １２１ ７６ａｂ １９ ３４ａｂｃ １ １０ａｂｃ ９４ ２９ａ ２３ １８ａ １１５ ５３ａ
ＣＴＢ １９ ５４ａｂ １ ００ｄ ８８ ４９ｂｃｄ ２３ ４２ａ １２０ ９６ａ １９ ９５ａｂ １ １７ａｂ ８５ ０７ｂ ２２ ２３ａｂ １０８ ８１ｂ
ＣＴ １５ ２６ｃ ０ ８９ｆ ７２ １１ｅ ２２ ９５ａ １０６ ７６ｄ １６ ５７ｄ ０ ９６ｃ ７３ ８４ｃ ２１ ４７ａｂ ９９ ０７ｃ
ＮＴＳ ２１ ２９ａｂ １ ０３ａ ９２ ７６ａ ３６ ３９ａ ８５ ３１ａｂ ２０ ５３ｂ １ ０９ａｂ ８３ ４２ｂ ３３ ８３ｂ ８４ ９２ａｂ

网室 ＮＴＨ ２０ ０３ｂ ０ ９８ｂ ８５ ３０ｂ ３５ ０３ａｂ ８３ １６ｂ ２０ ４１ｂ １ ０８ａｂ ８１ ９８ｂ ３６ ５６ａｂ ８０ ３７ｂ
Ｎｅｔ ｈｏｕｓｅ ＣＴＳ ２２ ２１ａ １ ０８ａ ９３ ６０ａ ３１ ４２ｂｃ ８７ ７７ａ ２３ ６６ａ １ １９ａ ９１ ２１ａ ３８ ８３ａ ８６ ６５ａ

ＣＴ １９ ９４ｂ ０ ９９ｂ ８８ ４３ａｂ ２９ １５ｃ ７４ ２４ｃ １９ ３５ｂ １ ０４ｂ ８４ ６９ｂ ３６ ３０ａｂ ８２ ６５ｂ

２ ４　 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对稻麦产量的影响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前 ３ 年的试验结果已在文献 [１３￣１５] 中进行过阐述ꎬ 总的趋势是免耕处理稻

麦产量有所降低ꎬ 翻耕秸秆还田在麦季的产量有增有减ꎬ 增产效果不明显ꎬ 但翻耕秸秆还田可以

提高水稻的产量ꎮ 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近 １０ 年产量 (表 ４) 看ꎬ 翻耕秸秆还田 (全量还田 ＣＴＳ１、 半

量还田 ＣＴＳ２) 有利于水稻高产ꎬ 水稻免耕直播也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ꎬ 但连续免耕套 (直) 播

产量 (ＮＴＳ) 较低ꎻ 一季免耕 (ＲＴ１) 利于小麦产量的提高ꎬ 连续免耕对小麦产量无明显影响ꎬ
ＣＴＳ１、 ＣＴＳ２ 处理产量均较 ＣＴ 高ꎬ 但 ＣＴＳ１ 的产量低于 ＣＴＳ２ꎬ 说明耕翻条件下适量秸秆还田有

利于稻麦产量的提高ꎬ 秸秆还田量过大可能会影响稻麦产量ꎮ 稻麦年产量以 ＣＴＳ２ 为最高ꎬ ＲＴ１
次之ꎬ ＣＴＳ１ 也较高ꎬ ＲＴ２ 和 ＮＴＨ 基本与 ＣＴ 持平ꎬ 仅 ＮＴＳ 低于对照 ＣＴꎬ 主要是连续免耕水稻产

量较低造成的ꎮ 网室的稻麦产量均以翻耕秸秆还田 (ＣＴＳ) 最高ꎮ

３　 结论与讨论

３ １　 讨论

３ １ １　 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连续免耕ꎬ 耕层土壤容重会有所增加ꎮ 土壤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 水分、 水肥特性等因素有

关ꎬ 不管小麦还是水稻收割后ꎬ 大田连续免耕处理 (ＮＴＳ、 ＮＴＨ) 的土壤呼吸速率最低ꎬ 这可能

与免耕紧实ꎬ 耕翻疏松ꎬ 耕翻土壤中含有较多的微生物ꎬ 其活动释放 ＣＯ２ 有关ꎮ 而秸秆还田对

土壤呼吸影响不明显ꎮ
连续免耕和秸秆直接还田改善了土壤的矿质营养ꎬ 有机质、 全 Ｎ、 碱解 Ｎ、 速效 Ｋ 含量增

加ꎬ 与 ＣＴ 处理相比ꎬ １０ 年后稻麦两季平均增加幅度分别为 １１ １％ ~ ２８ ７％ 、 １２ ４％ ~ ２４ ９％ 、
１５ ８％~ ３１ ９％ 、 － ２ ３％~ １７ ９％ ꎬ ＣＴＢ 比 ＣＴ 也略有增加ꎬ 其幅度都没有翻耕秸秆直接还田处

理大ꎻ ＲＴ１、 ＲＴ２ 与 ＣＴ 相比ꎬ 有机质、 全 Ｎ、 碱解 Ｎ、 速效 Ｋ 均有所增加ꎬ 说明一季秸秆直接

还田对土壤有一定的培肥作用ꎬ 但没有两季还田效果显著ꎻ 同一耕法年秸秆还田量多ꎬ 有机质和

速效 Ｋ 增加的幅度大ꎮ 因此ꎬ 免耕和秸秆还田可改善土壤的供肥特性ꎬ 尤其对土壤有机质和速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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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Ｋ 影响明显ꎬ 可适当减少肥料施用量ꎮ
３ １ ２　 不同耕法与秸秆还田对稻麦产量的影响

小麦免耕套 (直) 播水稻具有不耕地、 不育秧、 不栽秧等省工节本的优点ꎬ 并能将麦秸自

然还田ꎬ 虽产量不稳ꎬ 但注意技术指导ꎬ 并加强管理ꎬ 套播稻和直播稻也可以获得较高产量ꎬ 在

江苏等稻麦两熟地区仍有一定的发展前景ꎮ

表 ４　 不同处理对稻麦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ａｔ 单位: ｋｇ / ｈｍ２

地点
Ｓｉｔｅ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作物
Ｃｒｏｐ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ＮＴＳ ６ ４８９ ３ ｂｃ ８ ７６７ ７ ｂｃ ６ ２３６ ６ ｃｄ ７ ８９１ ９ ｄ ７ ４４９ ５ ａ ８ ３７０ ７ ｂ ５ ７８９ ０ ｂ ８ ９０５ ０ ａ ６ ４９１ １ ｂ ８ ２６３ ５ ｂ ５ ９４６ ２ｃ ７ ８２０ ４ ｃ
ＮＴＨ ６ ３５５ １ ｃ ８ ６５６ １ ｃ ６ ３７７ ９ ｃ ８ ７７６ ９ ｂ ７ ２５０ ０ ａ ７ ８９６ １ ｃ ５ ８７８ ０ ｂ ８ ２９７ １ ｂ ６ ４６５ ３ ｂ ９ ０５０ １ ａｂ ６ ３３８ ２ａｂ ７ ７８０ ０ ｃ
ＲＴ１ ６ ７８７ ３ ａ ８ ３３６ ６ ｄ ６ ５９８ １ ｂ ９ ２９０ ５ ａ ７ ３５９ ７ ａ ８ ４９２ ２ ｂ ６ ０４７ ９ ａｂ ８ ７６５ ７ ａ ６ ６９８ ３ ａ ８ ９９７ ５ ａｂ ６ ５５６ ５ａ ８ ３２６ ２ ｂ

大田 ＲＴ２ ６ ５４６ ５ ｂ ８ ６１６ ６ ｃ ６ １８８ ０ ｄ ８ １４５ １ ｃ ６ ９９７ ０ ｂ ７ ８５８ ８ ｃ ５ ８６６ ４ ｂ ７ ７０３ ８ ｃ ６ ３９９ ５ ｂ ９ １４６ １ ａｂ ６ ４６９ ７ａ ８ ４７３ ８ ｂ
Ｆｉｅｌｄ ｐｌｏｔ ＣＴＳ１ ６ ５８６ ０ ｂ ８ ８７７ ３ ｂ ６ １１３ ９ ｄ ８ ９１４ ０ ｂ ７ ２１７ ２ ａ ８ ３４１ １ ｂ ６ ０６９ ８ ａｂ ８ ５４６ ９ ａｂ ６ ４９６ ７ ｂ ９ ５８０ ０ ａ ６ ２１３ １ｂ ８ ７１１ ５ ａ

ＣＴＳ２ ６ ６１５ ５ ｂ ９ ０９３ ８ ａ ６ ７５６ ０ ａ ９ ３８７ ７ ａ ７ ２９３ ２ ａ ８ ９０５ １ ａ ６ ２１８ ６ ａ ７ ８９２ １ ｃ ６ ７２０ ８ ａ ９ ３４５ ７ ａｂ ６ ２８９ ５ａｂ ８ ８０５ ６ ａ
ＣＴＢ ６ ４９２ ９ ｂｃ ８ ０３６ ０ ｅ ６ ３８５ ６ ｃ ９ ２２１ ８ ａ ７ ３４３ ４ ａ ８ ０３０ ３ ｃ ６ １３９ ３ ａ ７ ５２８ ９ ｃ ６ ５９３ ８ ａｂ ９ １６０ ６ ａｂ ６ ３０６ ５ａｂ ８ ２６７ ７ ｂ
ＣＴ ６ ５０７ １ ｂｃ ８ ６３７ ２ ｃ ６ ８５２ ３ ｃ ８ ８６５ １ ｂ ６ ９４５ ９ ｂ ８ ４５８ ０ ｂ ５ ７８７ ０ ｂ ７ ３４５ ３ ｃ ６ ４０２ ８ ｂ ８ ５４１ ８ ｂ ６ ２１６ ６ｂ ７ ９０１ １ ｃ
ＮＴＳ ６ ６３３ ２ ａ ７ ９２３ ２ ａ ６ ３０３ ９ ａ ７ ９２３ ２ ａ ６ ８７７ １ ａｂ ８ ４８５ １ ａｂ ５ ７５９ ９ ｂ ７ ７８７ ２ ａ ５ ７８５ １ａ ７ ９６１ ６ ａ ５ ７３８ ２ａ ８ ３７１ ５ ａｂ

网室 ＮＴＨ ６ ６２８ ８ ａ ７ ７３１ ９ ａ ５ ８７６ ７ ｂ ７ ７３１ ９ ａ ６ ７９２ １ ａｂ ８ ３０８ ２ ａｂ ５ ５３６ ５ ｃ ７ ５０５ ０ ａ ５ ９３８ ８ａ ８ ０５９ ６ ａ ５ ５３４ ７ａｂ ８ １６１ １ ａｂ
Ｎｅｔ ｈｏｕｓｅ ＣＴＳ ６ ７１２ １ ａ ７ ９０６ ３ａ ６ ０３８ ２ ｂ ７ ９０６ ３ ａ ７ ０８９ ８ ａ ８ ５６６ ６ ａ ６ ２３１ ４ ａ ７ ７５３ １ ａ ５ ８６３ ２ａ ８ ２４１ ０ ａ ５ ６１７ ２ａｂ ８ ４８７ ６ ａ

ＣＴ ６ ７５１ ４ ａ ７ ８８０ ４ａ ５ ９４１ ７ ｂ ７ ８８０ ４ ａ ６ ６３４ ４ ｂ ８ ０５５ ７ ｂ ５ ８０９ ６ ｂ ７ ５３２ ６ ａ ５ ８９６ ８ａ ８ １８０ ４ ａ ５ ３８３ ８ｂ ８ ０８２ ６ ｂ

地点
Ｓｉｔｅ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平均 Ｍｅａｎ

作物
Ｃｒｏｐ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水稻
Ｒｉｃｅ

年产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ｙｉｅｌｄ
ＮＴＳ ６ ６６６ ８ｂｃ ８ ５９０ ８ ｂ ５ ５３４ ２ｃ ９ ００３ ０ ｄ ６ ６００ ３ｂｃ ８ ０５８ ５ ｄ ７ ６５０ ４ａｂ ７ ５８２ １ ｂ ６ ４５６ ４ｂ ８ ３２５ ３ｃｄ １４ ７８１ ７ｃ
ＮＴＨ ６ ７９７ ６ｂｃ ８ ５１１ ７ ｂ ５ ７５８ ２ｂｃ ９ ５４７ ８ ｃ ６ ４９８ ９ｃ ８ ５２７ １ ｃｄ ６ ８２４ ９ｃｄ ８ ０２１ ９ ｂ ６ ４７４ ７ｂ ８ ５０６ ５ｂｃ １４ ９８１ ２ｂ

大 ＲＴ１ ６ ５７０ ９ｃ ８ ５７０ ７ ｂ ５ ９６８ １ａｂ ９ ５００ ５ ｃ ６ ７５６ ０ａｂ ９ １７１ ６ ｂ ７ ８７７ ６ａ ９ ３６６ ５ ａ ６ ７７２ ５ａ ８ ８８１ ８ａｂ １５ ６５４ 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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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结论

在连续定位试验 １０ 年后ꎬ 免耕处理耕层土壤容重有所增加ꎬ 免耕土壤呼吸速率降低ꎬ 而秸

秆还田影响不明显ꎮ
翻耕秸秆直接还田有利于水稻高产ꎬ 免耕直播和套播对水稻产量有一定影响ꎬ 尤其是连续套

(直) 播水稻产量较低ꎮ 免耕利于小麦产量的提高ꎬ 连续免耕对小麦产量无明显影响ꎬ 耕翻条件

下适量秸秆还田有利于稻麦产量的提高ꎬ 秸秆还田量过大可能会影响稻麦产量ꎮ 稻麦年产量以

ＣＴＳ２ 为最高ꎬ ＲＴ１ 次之ꎬ ＣＴＳ１ 也较高ꎬ ＲＴ２ 和 ＮＴＨ 基本与 ＣＴ 持平ꎬ 仅 ＮＴＳ 低于对照 ＣＴꎬ 主

要是连续免耕水稻产量较低造成的ꎮ 因此ꎬ 免耕、 轮耕与秸秆直接还田相结合的可持续耕作技术

体系ꎬ 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ꎬ 增加作物产量ꎬ 可在稻麦两熟地区普遍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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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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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养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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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ｏｒ ａ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ａ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ｙｉｅｌｄ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ｂｙ Ｃａｒｌ Ｓｐｒｅｎｇｅｌｉｎ １９２８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Ｊｕｓｔｕｓ ｖｏｎ Ｌｉｅｂｉ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ꎬ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ｃ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ａｔｅｒꎬ ＣＯ２ ｏｒ 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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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经济作物养分管理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ｒａｎｓｅｅ＠ ｋ － ｐｌｕｓ － ｓ. ｃｏｍ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ꎬ ａｌ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ꎬ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ꎬ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ｏｒ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Ｔｈｕｓꎬ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ꎬ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ａｔａ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ｓｅｅ Ｆｉｇ １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ｎ ｏｉｌｓｅｅｄ ｒａｐ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 １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Ｏｉｌｓｅｅｄ Ｒａｐｅｉｎ ｋ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 ｔ ｙｉｅｌ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Ｋ ＋ Ｓ ＫＡＬＩ Ｇｍｂ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Ｆｏ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 ｈｉｇ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 Ｋ)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ｆ ｅｎｏｕｇｈ Ｋ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ꎬ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ｒ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Ｋ ｉｏｎｓ Ａｔ Ｋ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ｅ 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Ｈ ＋

４ ) ｉｓ ｆｉｘ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１] .

Ｆｉｇ ２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Ｋ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 ｌｅｆｔ): Ｋ ＋ 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Ｋ ＋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ｎｔ ｔａｋｅｓ Ｋ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ꎬ ｓｏ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 ｇ ＮＨ ＋
４

６４１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 Ｋ ＋ )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ａｔｅ ( ＮＯ －
３ ) [２] .

Ｂｏｔｈ ｉｏｎ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ꎬ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Ｉｎ ｘｙｌｅ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ꎬ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ｏｏｔｓꎬ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ｏｎ Ｉ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ＴＰ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ｔｏ ｐ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ｅｌｌ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Ｋ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Ｋ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Ｎ ｒｏｏ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ｓ ｔｒｕｅ ｆｏｒ
ｓｕｌｐｈｕｒ￣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ｂｅｌｏｗ).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ａｔｅꎬ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ａｔｅｓꎬ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ｒｏｏｔ ｇｒｏｗｔｈ[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ｕｐｔａｋ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Ｋ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ꎬ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Ｋ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ｏｆ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ａｎｄ ａｒ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ａ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ｓꎬ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ａｍｉｎ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ｐｅｃｔ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ｕｔｅ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ｋ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ｅａ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ｕ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ｉ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ꎬ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ꎬ ｓｕｌｐｈｕ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ｐｌａｙ 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ｕｐｔａｋｅ ｂｙ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ｕｓꎬ ｔｈ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ＮＯＭＭＩＫ Ｈꎬ ＶＡＨＴＲＡＳ Ｋ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Ｍ] / /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Ｆ Ｊ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Ｎｏ. ２２ꎬ １９８２ꎬ ２２: １２３￣１７１
[２] ＭＡＲＳＣＨＮＥＲ Ｐ Ｍａｒｓｃｈｎｅｒ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 ２０１１.
[３] ＣＡＫＭＡＫ Ｉꎬ ＫＩＲＫＢＹ Ｅ Ａ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ａ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３３ (４): ６９２￣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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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棉花的养分管理

陈　 防ꎬ 汪　 霄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中国项目部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 为了提高棉花生产中养分管理效率ꎬ 实现国家减肥增效的战略目标ꎬ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多年来 ＩＰＮＩ 中

国项目合作研究结果和各方面资料ꎬ 从世界和中国棉花生产概况、 棉花的生长习性、 我国棉花栽培与养分管理

中的主要问题、 棉花的需肥规律和施肥原则、 棉花叶面肥的施用方法及后期管理等方面对我国棉花生产中存在

问题进行了分析、 对多年来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中棉花作物养分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

进行了整理ꎬ 提出了相应的现代农业中棉花养分管理技术与对策ꎮ
关键词: 棉花ꎻ 施肥ꎻ 养分效率ꎻ 养分管理对策

Ｃｏｔｔ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

(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ꎻ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ＰＮ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ｌ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ｏｔｔ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ｔｔｏ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ꎬ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ꎬ ｆｏｌｉａ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 ｉｎ
ｌ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ｍ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ｔｔｏｎꎻ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　 世界和中国的棉花生产简况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ꎬ 锦葵科棉属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Ｌ ) 植物ꎬ 是唯一由种子生产纤维的经济作物ꎮ 棉

纤维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ꎬ 棉籽是食品工业的原料ꎬ 棉短绒也是化学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重要物

资ꎮ 棉属有 ４ 个栽培种: 草棉、 亚洲棉、 陆地棉和海岛棉ꎮ 陆地棉占世界棉花总量的 ９０％ ꎬ 海

岛棉占 ５％~ ８％ ꎬ 亚洲棉占 ２％~ ５％ ꎮ
世界棉花栽培已有 １１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 全球自 Ｎ ４７°至 Ｓ ３２°的地区 ７０ 多个国家均有棉花种

植ꎬ 年产皮棉 １００ 万吨以上的国家有中国、 美国、 俄罗斯和印度ꎻ 年产皮棉 ４０ 万 ~ ８０ 万吨的国

家有巴基斯坦、 巴西、 埃及和土耳其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 世界棉花种植总面积稳定

在 ３ ２００ 万公顷ꎮ
中国的棉花在 Ｎ １８°至 Ｎ ４６°的地区都有种植ꎬ 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和新疆ꎮ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ꎬ 中国年产皮棉仅 ４０ 万吨左右ꎬ 在此之后ꎬ 棉花的总产量和单产增长迅速ꎬ １９８４
年皮棉总产达 ６０７ ７ 万吨ꎬ ２０１０ 年达 ５９６ 万吨ꎬ 约占世界棉花总产量的 １ / ４ꎬ 成为世界棉花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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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国ꎬ 而且纤维品质有所提高ꎬ 平均纤维长度比 １９４９ 年增长 ４ ~ ７ ｍｍꎬ 衣分增加

３％~ ５％ [１￣２] ꎮ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的统计资料[２] ꎬ 黄河流域棉花种植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３９ ７％ ꎬ 占全国总产

的 ３１ ４％ ꎬ 单产皮棉平均 １ ０７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主要种植省份有山东、 河北、 河南ꎻ 长江流域棉花种植

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２７ ９％ ꎬ 占全国总产的 ２４ ４％ ꎬ 单产皮棉平均 １ １４６ ｋｇ / ｈｍ２ꎬ 主要种植

省份有湖北、 安徽、 江苏、 湖南ꎻ 新疆棉花种植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３０ １％ ꎬ 占全国总产的

４１ ６％ ꎬ 单产皮棉平均 １ ６９７ ｋｇ / ｈｍ２ꎮ

２　 棉花的生长习性

棉花生育时期一般为 １３０ ~ １７５ ｄꎬ 共经历 ５ 个生育期: 播种出苗期ꎬ 需经历 １０ ~ １５ ｄꎻ 苗

期ꎬ 需经历 ４０ ~ ４５ ｄꎻ 蕾期ꎬ 需经历 ２５ ~ ３０ ｄꎻ 花铃期ꎬ 需经历 ５０ ~ ６０ ｄꎻ 吐絮期ꎬ 需经历

３０ ~ ７０ ｄꎮ 棉花喜温好光ꎬ 最适宜气温为 ２５ ~ ３０℃ ꎬ 每日最佳光照时间为 １２ ｈꎮ
适宜土壤条件对棉花生长非常重要ꎬ 棉花喜爱土层深厚ꎬ 土壤肥沃、 质地疏松的土壤ꎮ 一般

土壤温度以 １８ ~ ２５℃为宜ꎬ 土壤水分含量为田间持水量的 ６０％~ ７０％ 为宜ꎬ 适宜的土壤 ｐＨ 值为

６ ５ ~ ８ ５ꎮ

３　 我国棉花栽培与养分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棉花种植中的养分管理问题与其他作物类似ꎬ 既有许多共同之处ꎬ 也有自身的特点ꎮ 主

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氮肥和磷肥的施用量和施用比例偏高ꎬ 而钾肥、 微量元素肥料 (如硼肥和锌肥)、 有机肥用

量偏少甚至完全不施ꎮ 棉花产区经常可以看见由于缺钾引起的落花落铃和叶缘卷曲ꎬ 由于缺硼引

起的落花落果和叶柄环带ꎬ 由于缺铁、 缺锌引起的黄叶病和小叶病ꎮ
棉花追肥方式不合理ꎬ 肥料撒施多ꎬ 特别是在浇水和下雨前撒施ꎬ 容易造成肥料流失ꎬ 利用

效率低ꎮ
棉花种植模式多年不变ꎬ 连作障碍明显ꎬ 有些传统棉区的连作病害如枯黄萎病等发生的频率

越来越大ꎬ 棉花产量和品质均受影响ꎮ
深耕和冬耕减少ꎮ 由于目前我国还是以小农户经营为主ꎬ 棉花种植中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ꎬ

棉田翻耕时多数用小型旋耕机ꎬ 其土壤翻耕深度一般为 １２ ~ １５ ｃｍꎬ 导致耕层变浅ꎬ 土壤板结ꎮ
有研究结果表明ꎬ 深耕至 ２５ ~ ３０ ｃｍ 后ꎬ 当季皮棉产量可提高 ６ ５％ ~ １８ ３％ ꎮ 另外ꎬ 冬耕还可

以消灭部分病菌和虫蛹ꎬ 减轻土传病虫害ꎮ
棉花新型肥料及其配套施用技术应用少ꎮ 目前棉花种植中虽然已普遍推广施用棉花专用复混

肥、 配方肥ꎬ 但是一些新型商品肥料如缓控释肥、 水溶性肥、 尿素硝铵液体肥 (ＵＡＮ) 和生物

肥等应用面积还很小ꎮ 要实现棉花栽培中的水肥一体化ꎬ 大幅度提高水分和肥料资源的利用效率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在棉花生产的机械化进程中ꎬ 与机械操作相配套的肥料产品和施肥技术也缺

乏相应研究和示范ꎮ
棉花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化管理和农化服务水平低ꎬ 体系不健全ꎮ 棉农往往在最需要的时候得

不到技术咨询、 买不到需要的肥料ꎬ 造成肥料的施用不当和浪费ꎬ 甚至污染环境ꎮ

４　 棉花的需肥规律与施肥原则

棉花产量不同ꎬ 需要的氮、 磷、 钾数量也不同ꎮ 一般每生产 １００ ｋｇ 皮棉ꎬ 需吸收 Ｎ １２ ~
１８ ｋｇꎬ Ｐ２ Ｏ５ ４ ~ ６ ｋｇꎬ Ｋ２ Ｏ １２ ~ １６ ｋｇꎬ 其 Ｎ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约为 １００３３１００ꎮ 随产量的提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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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需肥量有减少的趋势ꎮ 因此ꎬ 提高产量不是单纯依靠肥料因素ꎬ 而是各项栽培措施综合作

用的结果ꎮ 不同生育时期ꎬ 棉花吸收氮、 磷、 钾的数量也不同ꎮ 棉花对氮的吸收ꎬ 在出苗至

现蕾期占全生育期氮吸收的 ５％ 左右ꎬ 现蕾至开花期占 １０％ 左右ꎬ 开花期最多ꎬ 约占 ５５％ ꎮ
对磷、 钾的吸收量ꎬ 则表现为前期少、 中后期多ꎬ 开花后磷、 钾吸收量分别占全生育期的

７０％ 和 ８０％ 左右ꎮ
棉花种子含氮 ２ ８％~ ３ ５％ ꎬ 纤维含氮 ０ ２８％ ~ ０ ３３％ ꎬ 茎秆含氮 １ ２％ ~ １ ８％ ꎬ 是含氮较

高的作物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皮棉产量水平为 ９４０ ~ １４２１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棉株出苗至现蕾期积累的 Ｎ
约占总累积量的 ４ ５％ ꎬ 现蕾期至开花期占 ２７ ８％~ ３０ ４％ ꎬ 开花期至吐絮期占 ５９ ８％~ ６２ ４％ ꎬ
吐絮期至收获占 ２ ７％~ ７ ８％ [３] ꎮ 棉花积累氮最多的时期为开花至吐絮期ꎬ 成熟棉花植物体各器

官氮的分布是生殖器官高于营养器官ꎮ 棉花缺氮时先是下部老叶变黄ꎬ 然后蔓延全株ꎬ 叶色转红

棕并干枯ꎬ 植株矮小ꎬ 枝条稀弱ꎬ 减产严重ꎮ 但氮肥施用过多也会引起棉花徒长ꎬ 贪青晚熟ꎬ 加

重病虫害发生ꎬ 影响产量和品质ꎬ 降低肥效并增加面源污染风险ꎮ
棉株吸收积累的磷ꎬ 出苗至先蕾期占总积累量的 ３％ ~ ３ ４％ ꎬ 现蕾期至开花期占 ２５ ３％ ~

２８ ７％ ꎬ 开花期至吐絮期占 ６４ ４％~ ６７ １％ ꎬ 吐絮期至收获占 １ １％~ ６ ９％ [３] ꎮ 棉花幼苗期 ２ ~ ３
片真叶前后对磷素敏感ꎬ 幼苗缺磷时植株矮小ꎬ 叶片小ꎬ 叶色暗绿ꎬ 叶柄含 Ｐ 一般小于

５０ ｍｇ / ｋｇꎮ 现蕾期棉花功能叶含磷低于 ２ ８ ｇ / ｋｇ (干重) 为缺乏ꎬ 大于 ３ ｇ / ｋｇ 为正常ꎮ 棉花对

磷的吸收高峰在开花期ꎬ 花铃期棉株叶柄含 Ｐ 小于 ５０ ｍｇ / ｋｇ 时表示缺磷ꎮ 磷肥施用时最好是与

氮钾肥和有机肥配合集中深施ꎬ 主要用于基肥[４] ꎮ
棉花需钾量大ꎬ 但钾利用率偏低ꎬ 植株出苗至现蕾期吸收的钾占总吸钾量的 ３ ７％~ ４％ ꎬ 现

蕾期至开花期占 ２８ ３％~ ３１ ６％ ꎬ 开花期至吐絮期占 ６１ ６％~ ６３ ２％ ꎬ 吐絮期至收获期占 １ ２％~
６ ３％ [３] ꎮ 棉花缺钾时生长显著延迟ꎬ 叶缘卷起ꎬ 叶脉间出现红褐色斑点ꎬ 叶尖发黄变褐ꎬ 焦枯

脱落ꎬ 抗性降低ꎬ 不仅严重减产ꎬ 而且棉纤维品质明显下降ꎮ 现蕾期上部新展开的功能叶 Ｋ 含

量低于 １６ ｇ / ｋｇ (干重) 为缺乏ꎬ 初花期低于 １４ ｇ / ｋｇ (干重) 为缺乏ꎬ 花铃期低于 ６ ｇ / ｋｇ (干

重) 为缺乏ꎮ 一般长江流域棉区土壤速效钾含量低于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时就需要施用钾素肥料ꎬ 钾肥的

施用以集中早施、 基施为宜ꎬ 在质地较轻的土壤可以分 ２ ~ ３ 次施用[４] ꎮ
微量元素在棉株生长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ꎬ 一般 Ｂ、 Ｚｎ 各占棉株干重的 ０ ００３％ ꎬ Ｍｇ 占

０ ００５％ ꎬ Ｃｕ 占 ０ ００１％ ꎬ Ｆｅ 占 ０ ０３％ ꎮ 每公顷产皮棉 １ １１０ ｋｇ 以上的棉花ꎬ 每公顷 Ｂ 的吸收量

为 ５ ９５５ ｋｇꎬ Ｚｎ 的吸收量为 ３ ０７５ ｋｇꎬ 正常棉株含 Ｂ 量为 １９ ６ ｍｇ / ｋｇꎬ 正常棉花幼苗的含 Ｚｎ 量

为 ２６ ７１ ｍｇ / ｋｇ[５] ꎮ
棉花需肥量大ꎬ 生育期长ꎬ 施肥次数多ꎮ 要想科学、 经济施肥ꎬ 在肥料的搭配上应掌握以基

肥为主ꎬ 追肥为辅ꎻ 有机肥为主ꎬ 化学肥料为辅ꎻ 氮磷钾肥配合的原则ꎮ 在施肥时期上ꎬ 要施足

基肥 (一般约占总施肥量的 ６０％ )ꎬ 根据棉花不同生育时期的需肥特点ꎬ 掌握 “轻施苗肥ꎬ 稳施

蕾肥ꎬ 重施花铃肥ꎬ 补施盖顶肥ꎬ 适时喷施叶面肥” 的原则ꎮ 表 １ 显示了在长江流域棉区和西

北棉区ꎬ 根据目标产量和土壤肥力情况确定的氮磷钾肥参考施肥量ꎮ 表 ２ 示意长江流域棉区根据

土壤测定值确定的磷钾肥推荐施用量及施用方法ꎮ 表 ３ 为棉田土壤有效硼、 有效锌含量分级指

标ꎬ 一般土壤分析结果显示低时ꎬ 可以考虑施用硼肥或锌肥[６] ꎮ
当土壤有效 Ｂ 低于 ０ ４ ｍｇ / ｋｇ 时ꎬ 每公顷可苗期追施施用硼砂 ６ ~ １２ｋｇꎬ 或在蕾期、 初花期

和花铃期连续喷施 ３ 次ꎬ 每次以 ２％ 浓度加水 ９００ ｋｇꎮ 当土壤有效 Ｚｎ 低于 ０ ７ ｍｇ / ｋｇ 时ꎬ 每公顷

可基施硫酸锌 １５ ~ ３０ ｋｇꎮ 或在苗期至花铃期连续喷施 ２ ~ ３ 次ꎬ 每次浓度 ０ ２％ 的水溶液 ９００ 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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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棉区根据目标产量确定的施肥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ｙｉｅｌｄ

肥力等级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

目标产量
Ｔａｒｇｅｔ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推荐施肥量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ｒａｔｅｓ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长江流域棉区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ｒｅｇｉｏｎ
低肥力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１ ２００ ２４０ ７５ １３５
中肥力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１ ５００ ２８５ ９０ １８０
高肥力 Ｈｉｇ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１ ８００ ３１５ １０５ ２２５
西北棉区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低肥力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１ ８００ ２１０ １３５ ３０
中肥力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２ ２５０ ２７０ １８０ ４５
高肥力 Ｈｉｇ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２ ７００ ３３０ ２２５ ６０

表 ２　 长江流域棉区根据土壤测定值的磷钾肥推荐施用量及施用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ｃｏｔｔｏｎ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ｓ

速效 Ｐ
(ｍｇ / ｋｇ)

Ｐ２ Ｏ５ 用量

(ｋｇ / ｈｍ２ )
施用方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速效 Ｋ
(ｍｇ / ｋｇ)

Ｋ２ Ｏ 用量
(ｍｇ / ｋｇ)

施用方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１０ １０５ ~ １３５
基肥花铃肥各半
Ｈａｌｆ ｂ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ｌｆ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ｔ
５０ ~ ６０ ＤＡＰ

< ５０ １３５ ~ １８０
基肥花铃肥各半
Ｈａｌｆ ｂ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ｌｆ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ｔ ５０ ~ ６０ ＤＡＰ

１０ ~ ２０ ７５ ~ １０５
基肥花铃肥各半
Ｈａｌｆ ｂ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ｌｆ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ｔ
５０ ~ ６０ ＤＡＰ

５０ ~ １００ ９０ ~ １３５
基肥花铃肥各半
Ｈａｌｆ ｂ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ｌｆ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ｔ ５０ ~ ６０ ＤＡＰ

２０ ~ ３０ ４５ ~ ７５ 基肥 Ｂａｓａｌ １００ ~ １５０ ６０ ~ ９０ 基肥 Ｂａｓａｌ
> ３０ １５ ~ ３０ 基肥 Ｂａｓａｌ > １５０ １５ ~ ４５ 基肥 Ｂａｓａｌ

表 ３　 棉田土壤有效硼、 有效锌含量分级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Ｂ ａｎｄ Ｚ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ｅｌｄ

微量元素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ｇ / ｋｇ)

含量等级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低 Ｌｏｗ 中 Ｍｉｄｄｌｅ 高 Ｈｉｇｈ

有效 Ｂ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Ｂ < ０ ４ ０ ４ ~ ０ ８ > ０ ８
有效 Ｚ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Ｚｎ < ０ ７ ０ ７ ~ １ ５ > １ ５

５　 棉花叶面肥的施用方法及后期管理

由于叶面施肥具有效率高、 肥效快、 操作方便、 可与灌溉和施用农药相结合等优点ꎬ 它已成

为棉花养分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ꎬ 因此ꎬ 采用合适的方法很有必要ꎮ
苗期喷肥: 苗期叶部喷肥ꎬ 能促使棉苗早发ꎬ 促使弱苗转化为壮苗ꎬ 并能控制株高ꎬ 防止徒

长ꎮ 一般每公顷选喷 １％ 的尿素和 １％~ ２％ 的过磷酸钙浸泡过滤液混合液 ７５０ ~ １ １２５ ｋｇꎮ
蕾期喷肥: 生长正常的棉田ꎬ 可用磷酸二氢钾 ３００ ~５００ 倍液加适量锌肥喷施ꎻ 棉株增长高峰出现

在开花前ꎬ 营养生长过快ꎬ 会提早封行ꎬ 增加中下部的蕾铃脱落ꎬ 这类棉田需要喷施抑制剂ꎬ 控制棉

株主茎和果枝顶端生长ꎮ 可在棉花蕾期ꎬ 每公顷用缩节胺或调节胺 ２２ ５ ｇꎬ 对水 ７５０ ｋｇ喷洒ꎮ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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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铃期喷肥: 棉花花铃期需肥量大ꎬ 是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ꎮ 植株矮小ꎬ 根系不发达ꎬ 叶色

暗中有紫的棉田ꎬ 每公顷喷 ２％ 的过磷酸钙或 ０ ２％~ ０ ３％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９００ ｋｇꎬ 能减少蕾

铃脱落和壮桃促绒的作用ꎮ 生长不旺ꎬ 叶色淡黄时ꎬ 可喷洒 １％ 的尿素溶液 ７５０ ｋｇꎮ
吐絮期喷肥: 棉花吐絮期ꎬ 营养生长几乎停止ꎬ 叶片逐渐衰老ꎬ 根部吸收肥水的能力减弱ꎮ

脱肥早衰的棉花ꎬ 每公顷可喷洒 １％ ~ １ ５％ 的尿素溶液 ９００ ~ １ １２５ ｋｇꎻ 生长正常或长势偏旺的

棉田ꎬ 喷施 ２％~ ３％ 的过磷酸钙浸出液 ９００ ~ １ １２５ ｋｇꎬ 既防早衰ꎬ 又促早熟ꎮ 贪青晚熟的棉花ꎬ
开始采收时ꎬ 用 ４０％ 的乙烯利 １ ５００ ~ ２ ２５０ ｇꎬ 对水 ４５０ ｋｇ 喷洒ꎬ 以促进棉花早熟ꎬ 提高棉花的

等级ꎮ
棉花后期管理: 整个 ９ 月ꎬ 上部棉铃都还在继续生长充实ꎬ 到 １０ 月下旬采收完毕ꎬ 还有

５０ 多天的时间ꎬ 如放松了管理ꎬ 仍可能遭受重大损失ꎮ 对因缺钾造成的早衰棉田ꎬ 如果上部

还有挺立的绿叶或还有部分早衰程度轻的棉株ꎬ 可再喷一次 ２％ 的硫酸钾肥溶液ꎮ

６　 棉花平衡施肥效果与 ４Ｒ 养分管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ＩＰＮＩ) 中国项目部在全国三大棉区开展了 ９０ 个棉花

平衡施肥田间试验ꎬ 较全面地研究了平衡施肥对主产区棉花的影响和效果ꎬ 建立了全国棉花试验

数据库ꎬ 并通过田间示范田、 技术培训和新闻媒体等不同形式进行了大面积的技术示范和推广ꎮ
这些前期的研究结果为目前进一步实施 ＩＰＮＩ 的 ４Ｒ 养分管理策略和应用开发棉花养分管理专家系

统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 打下了良好基础ꎮ
棉花肥效试验的统计结果表明ꎬ 新疆棉区的平均推荐施肥量: Ｎ － Ｐ２Ｏ５ － Ｋ２Ｏ ＝ ２３５ － １４７ －

７７ ｋｇ / ｈｍ２ꎬ 棉花施氮处理平均产量为 ４ ６７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施氮处理增产 １８ ５％ ꎬ 氮肥农学效率

为 ３ ０１ ｋｇ / ｋｇ Ｎꎻ 施磷处理平均产量为 ４ ４９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施磷处理增产 １４ ７％ ꎬ 磷肥农学效率

为 ３ ５０ ｋｇ / ｋｇ Ｐ２Ｏ５ꎻ 施钾处理平均产量为 ４ ５４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施钾处理增产 １４ ３％ ꎬ 钾肥农学

效率为 ７ ４５ ｋｇ / ｋｇ Ｋ２Ｏꎮ 长江流域棉区的统计结果表明ꎬ 该区的平均推荐施肥量: Ｎ － Ｐ２Ｏ５ －
Ｋ２Ｏ ＝ ２８０ － １２８ － ２２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棉花施氮处理平均产量为 ４ ０２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施氮处理增产

１２ ２％ ꎬ 氮肥农学效率为 １ ５３ ｋｇ / ｋｇ Ｎꎻ 施磷处理平均产量为 ３ ９１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施磷处理增产

５ ５２％ ꎬ 磷肥农学效率为 １ ４３ ｋｇ / ｋｇ Ｐ２Ｏ５ꎻ 施钾处理平均产量为 ３ ９２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施钾处理增

产 １８ ３％ ꎬ 钾肥农学效率为 ２ ４６ ｋｇ / ｋｇ Ｋ２Ｏꎮ 华北棉区的统计结果表明ꎬ 该区的平均推荐施肥

量: Ｎ － Ｐ２Ｏ５ － Ｋ２Ｏ ＝ ２４０ － ４５ － １３９ ｋｇ / ｈｍ２ꎬ 棉花施氮处理平均产量为 ３ ７６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施氮

处理增产 ７ ２６％ ꎬ 氮肥农学效率为 １ ０６ ｋｇ / ｋｇ Ｎꎻ 施磷处理平均产量为 ３ ７５９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施磷

处理增产 ４ ５０％ ꎬ 磷肥农学效率为 ３ ６０ ｋｇ / ｋｇ Ｐ２Ｏ５ꎻ 施钾处理平均产量为 ３ ７８９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不

施钾处理增产 １５ ４％ ꎬ 钾肥农学效率为 ３ ４８ ｋｇ / ｋｇ Ｋ２Ｏ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 ３ 个棉产区中棉花推荐施肥量以长江流域最大ꎬ 比华北棉区和新疆棉区分别

高 ４９ ３％ 和 ３７ ９％ ꎬ 但棉花单产则是新疆棉区最高ꎬ 比华北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分别高 ２１ ２％
和 １５ ６％ ꎬ 区位优势明显ꎮ ３ 个棉区钾肥的增产效果和农学效率均最高ꎬ 其次是磷肥ꎬ 氮肥最

低ꎬ 说明钾肥的施用必须引起重视ꎬ “控氮、 稳磷、 增钾” 的施肥策略对大部分棉区是适用的ꎮ
从各棉区目前具体肥料用量来看ꎬ 长江流域棉区的钾肥用量还可增加 １０％ 左右ꎬ 华北棉区的磷

肥用量还可增加 １０％~ ２０％ ꎬ 新疆棉区的钾肥用量还可增加 ２０％ 左右ꎮ
目前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中国项目正在全国范围内研究开发棉花养分管理专家系统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ꎬ 该系统是在遵循 ４Ｒ 养分管理策略的前提下ꎬ 以经过实际验证的数学模型和

计算机程序为手段ꎬ 以大量的自然环境背景资料和当地作物种植的关键数据为基础ꎬ 充分考虑和

利用土壤本身的肥力条件和养分资源、 作物类型、 轮作制度及肥料的种类ꎬ 在作物需要时给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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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推荐的一种作物养分管理专家系统ꎬ 具有与作物反应的相关性好、 操作简便、 及时ꎬ 价格低

廉、 可利用网络进行推荐施肥等优点ꎬ 已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我国许多地区进行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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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树体和养分含量对钾素水平的响应∗

郭晓敏１∗∗ꎬ 罗汉东２ꎬ 胡冬南１ꎬ 朱丛飞１ꎬ 罗玉娇２ꎬ 牛德奎２∗∗∗

( １ 江西省森林培育重点实验室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ꎻ
２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　 要: 笔者研究了不同的钾素施肥水平对油茶树体生长、 叶片养分积累和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ꎬ 对养分的吸

收规律进行了探讨ꎮ 试验设置了 ５ 个钾素水平处理ꎬ 一个复合肥对照处理和一个不施肥处理对照ꎬ 以五年生的

赣无系列油茶为试验对象ꎬ 结果表明: 施肥均能显著提高油茶的树体指标、 叶片和土壤养分含量ꎬ 在 Ｋ３ 时达到

最大值ꎬ 复合肥处理的肥效小于 Ｋ２ 处理ꎮ 随着施钾水平的提高油茶林土壤养分中的速效钾含量显著提高ꎬ 土壤

碱解氮和有效磷含量随着施钾水平的提高先减小后增加ꎮ 对油茶叶片钾含量、 土壤中速效钾含量与施钾量拟合

得出响应曲线ꎬ 确定了油茶幼树的最佳钾肥施用量范围为 ３１７ ７２ ~ ３２２ ２５ ｇ / 株ꎮ
关键词: 油茶ꎻ 施钾量ꎻ 生长指标ꎻ 相关性ꎻ 钾素含量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Ｌｅｖｅｌ∗

Ｇｕｏ Ｘｉａｏｍｉｎ２ꎬ Ｌｕｏ Ｈａｎｄｏｎｇ１ꎬ Ｈｕ Ｄｏｎｇｎａｎ２ꎬ Ｚｈｕ Ｃｏｎｇｆｅｉ２ꎬ Ｌｕｏ Ｙｕｊｉａｏ１ꎬ Ｎｉｕ Ｄｅｋｕｉ１∗

( １Ｊｉａｎｇｘｉ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４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４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ｏｉｌ ｔｅａ (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ｌｅａ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ｕｒ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５ ｐｏｔａｓ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ꎬ ｏｎ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ｎ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５ ｙｅａｒｓ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ｐｌａ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ａｎｗｕ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ｏｔａｓ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ｆ ｔｒｅ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ｉｎ Ｋ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Ｋ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ａｎｄ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ｌｅａｆ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ꎬ ｗ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ꎬ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ｐｏｔａｓ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ｔｒｅｅｓ ｒａｎｇｅｄ ａｓ ３１７ ７２ － ３２２ ２５ ｇ / ｐｌａ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ꎻ Ｐｏｔａｓ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ꎻ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ｅｘꎻ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ꎻ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ｂｅｌ) 别名为茶子树ꎬ 系山茶科山茶属油料植物ꎬ 其主要产物茶油被

誉为 “东方橄榄油”ꎮ 油茶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区ꎬ 全国油茶栽培面积有 ４００ 多万公

顷[１￣４] ꎬ 但其种植技术和养分管理水平仍有待于提高ꎬ 由于近些年我国土壤中钾素的补充不足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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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出现部分耕地严重缺钾和养分元素比例失衡的现象[５] ꎮ 油茶林多分布于山地ꎬ 随着大面积新

造高产无性系油茶林陆续进入挂果阶段ꎬ 林地养分需求增加ꎬ 特别是对磷 (Ｐ) 和钾 (Ｋ) 养分

的需求量在增加[６￣７] ꎮ 因此合理增施钾肥和提高植物对钾肥的吸收利用效率是促进植物增产、 节

约资源的重要途径[８￣９] ꎮ 钾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大量营养元素[１０] ꎬ 在生长代谢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１１] ꎬ 土壤钾素的缺乏会造成作物因生理失调而减产[１２] ꎮ 有报道表明增施钾肥能促进

油茶生长[７] ꎬ 提高叶片养分含量[１３] ꎬ 增加土壤养分含量[１４] ꎮ 游璐等[７]对钾肥对油茶生长和李小

梅等[４]对挂果油茶营养生长进行了科学研究ꎬ 但对油茶幼树的施用钾肥用量适宜范围研究鲜有

报道ꎮ 因此ꎬ 本研究以 “赣无” 系列高产油茶幼树为研究对象ꎬ 在测土的基础上ꎬ 设置不同梯

度的钾水平ꎬ 以一定的氮、 磷肥为基础ꎬ 采用单因素试验方法来开展试验ꎮ 通过测量油茶的生长

指标、 叶片养分和土壤养分ꎬ 探讨不同钾用量对油茶树体生长ꎬ 叶片养分积累和土壤养分含量的

影响ꎬ 旨在揭示未挂果油茶幼树的养分需求ꎬ 确定其适宜需钾量ꎬ 为科学施肥提供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基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怀玉山低山区ꎬ 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ꎮ 林地土层深厚ꎬ
为花岗岩母质发育而成的红壤ꎮ 土壤养分测定用 ＡＳＩ 法[１５] ꎬ 有机质为 ０ ７４％ 、 铵态氮为

１１ ２ ｍｇ / ｋｇ、 有效磷 ０ ４ ｍｇ / ｋｇ、 有效钾 ３１ ６ ｍｇ / ｋｇꎮ
１ ２　 试验材料

试验油茶于 ２００９ 年种植ꎬ 均为赣无系无性系ꎮ 试验用肥料为商品尿素、 钙镁磷肥和氯化

钾肥ꎮ
１ ３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试验设计ꎬ 根据土壤养分和油茶生长规律ꎬ 设定氮、 磷肥推荐用量

(每年每株施用氮肥 １５０ ｇ、 磷肥 ６００ ｇ)ꎮ 在每个试验样地选择生长较为一致的 ８０ ~ １００ 株油茶品

系为一区组ꎬ 每区组按施钾水平不同各设置 ６ 个处理ꎬ 每处理小区 ５ 株油茶ꎬ ３ 次重复ꎬ 区组

间、 处理间设置隔离行和隔离株ꎬ 试验面积 ２ ~ ３ 亩ꎮ ５ 个钾水平处理的设计见表 １ꎬ 同时设置不

施肥 (ＣＫ) 和复合肥处理作为对照ꎬ 复合肥用量全年为 ４００ ｇ / 株ꎮ 施肥时间为每年的 ４ 月和 １０
月ꎬ 每次施总肥料量的一半ꎮ

表 １　 试验钾肥处理及用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ｔａｓ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肥料组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尿素 Ｕｒｅａ
(Ｎ ４６％ )
(ｇ / 株)

钙镁磷肥 ＣａＭｇ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Ｐ２ Ｏ５ １２％ )

(ｇ / 株)

氯化钾
ＭＯＰ (Ｋ２ Ｏ ６０％ )

(ｇ / 株)
ＣＫ ０ ０ ０ ０
ＦＨＦ 复合肥 ４００
Ｋ０ ＮＰＫ０ ６９ / １５０ ７２ / ６００ ０
Ｋ１ ＮＰＫ１ ６９ / １５０ ７２ / ６００ ６０ / １００
Ｋ２ ＮＰＫ２ ６９ / １５０ ７２ / ６００ １２０ / ２００
Ｋ３ ＮＰＫ３ ６９ / １５０ ７２ / ６００ １８０ / ３００
Ｋ４ ＮＰＫ４ ６９ / １５０ ７２ / ６００ ２４０ / ４００

１ ４　 试验样品的采集与测定

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 月施肥前进行树体指标测量、 叶片采集和土样钻取ꎮ 其中树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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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包括地径、 冠幅和株高ꎬ 地径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ꎬ 冠幅和树高用带刻度标杆进行测量ꎻ 取样

叶片为油茶树枝的第四或第五片ꎬ 分别沿四个方向采摘ꎬ 每株采摘 ２０ 片ꎬ 带回实验室进行烘干

粉碎待测ꎮ 每处理多点选取混合土样 (０ ~ ４０ ｃｍ)ꎬ 装入干净的塑料袋中带回实验室ꎬ 土样风干

后研磨ꎬ 过 １ ｍｍ 筛后待测ꎮ 叶片中氮、 磷和钾的测定[１６]用硫酸—过氧化氢消煮ꎬ 消煮液碱化后

用蒸馏定氮法测定氮ꎬ 用磷钼蓝比色法和火焰光度法分别测定磷和钾ꎮ 土壤中碱解氮采用凯氏定

氮法测定[１７] ꎬ 有机质、 有效磷和速效钾分别采用高温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 用 ０ ５ ｍｏｌ / Ｌ
ＮａＨＣＯ３ 浸提—钼锑抗比色法和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１６] ꎮ
１ ５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进行数据处理ꎬ 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数据计算与统计分

析ꎬ 并用 Ｓｉｇｍａ ｐｌｏｔ １２ ５ 进行图形制作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施钾水平对油茶树体生长的影响

根据测得的地径、 冠幅和株高ꎬ 统计各指标的年增幅ꎬ 结果见图 １ꎮ 地径、 冠幅乘积和株高增

幅随着钾量的增加而增加ꎬ 当施钾量为 ３００ ｇ / 株时达到最大值 ２７ ４５％ 、 ３７ ０１％和 ４８ ４７％ ꎬ 是 ＣＫ
的 ３ ６８ 倍、 ４ ２５ 倍和 ３ ５５ 倍ꎮ ＦＨＦ 处理对地径和株高肥效影响大于 Ｋ０ 和 Ｋ１ꎬ 小于 Ｋ２ꎬ 而对冠

幅影响大于 Ｋ０ꎬ 小于 Ｋ１ꎮ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施钾水平间和 ＦＨＦ 处理对油茶的地径增

幅、 冠幅乘积增幅及株高增幅均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ꎬ 其中对地径增幅影响中ꎬ Ｋ０ 和 Ｋ１ 与 Ｋ２、
Ｋ３、 Ｋ４ 和 ＦＨＦ 与 Ｋ０、 Ｋ３ 间存在显著差异ꎻ 对冠幅乘积增幅影响中ꎬ ＦＨＦ 和 Ｋ２ 与 Ｋ３、 Ｋ４ 和 Ｋ０
与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间存在显著差异ꎻ 对株高增幅影响中ꎬ ＦＨＦ、 Ｋ０ 和 Ｋ１ 与 Ｋ２、 Ｋ３、 Ｋ４ꎬ Ｋ０ 与

ＦＨＦ、 Ｋ１ꎬ ＦＨＦ 与 Ｋ３、 Ｋ４ 间存在显著差异ꎮ

图 １　 不同钾水平处理对油茶生长指标增幅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２ ２　 施钾水平对油茶叶片养分的影响

试验测定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ꎬ 施肥处理对油茶叶片的养分含量影响较大ꎬ 可以从图中看出各施

肥处理比不施肥处理的要高ꎬ 而且全部呈显著差异ꎮ 随着施钾量的增加ꎬ 叶片中的氮、 磷、 钾养

分含量也随之增加ꎬ 到 Ｋ３ 水平时达到最大值ꎮ 钾肥的增施促进了叶片中氮养分含量增加ꎬ 比对

照处理 ＣＫ 依次增加了 ２９ ９８％ 、 ４０ ２３％ 、 ４８ ２４％ 、 ５９ ２３％ 、 ４１ ９５％ ꎬ ＦＨＦ 处理比 ＣＫ 增加了

６５１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３７ ７０％ ꎬ 其中ꎬ Ｋ３ 与 ＦＨＦ、 Ｋ０、 Ｋ１、 Ｋ４ 和 Ｋ０ 与 Ｋ２ 间存在显著差异ꎮ 钾肥施用量不同对油茶

叶片的钾养分含量影响不同ꎬ 各施钾水平处理比 ＣＫ 增加了 １ １ ~ １ ３ 倍ꎬ ＦＨＦ 处理是 ＣＫ 的 １ ２
倍ꎬ 其中ꎬ Ｋ０ 和 Ｋ１ 与 Ｋ２、 Ｋ３、 Ｋ４ꎬ Ｋ０ 与 Ｋ１ 间ꎬ ＦＨＦ 与 Ｋ１、 Ｋ３ 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ꎮ 施钾

水平对叶片磷养分含量影响较大ꎬ 叶片中磷养分含量随着施钾水平增大ꎬ 它们比 ＣＫ 依次增加了

１３ ４８％ 、 １５ ８５％ 、 ２２ ６１％ 、 ２６ ７８％ 、 １９ ０９％ ꎻ ＦＨＦ 处理比 ＣＫ 增加了 １７ ７９％ ꎬ 在施钾水平

处理间 Ｋ３ 与 ＦＨＦ、 Ｋ０、 Ｋ１、 Ｋ４ 和 Ｋ０ 与 Ｋ２ 间存在显著差异ꎮ
综上所述ꎬ 在试验处理用量范围内ꎬ 随钾肥施用量的加大ꎬ 油茶叶片中的氮、 磷、 钾养分含

量亦有增加的趋势ꎮ

图 ２　 不同钾水平处理对油茶叶片 ＮＰＫ 养分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ＮＰＫ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２ ３　 施钾水平对油茶土壤有效养分含量的影响

表 ２ 是油茶土壤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有机质的分析结果ꎮ 结果显示随着施钾水平的增

大ꎬ 土壤中的速效钾和有机质含量也在增大ꎬ 当达到 Ｋ４ 时为最大值ꎮ 土壤中的碱解氮和有效磷

含量总体来看有减小趋势ꎬ 可能是油茶对钾素的利用带动了对氮素和磷素的吸收ꎬ 因此有效氮和

磷含量有所下降ꎬ 当达到 Ｋ４ 水平处理时油茶对钾的吸收已达饱和峰值ꎬ 对氮磷的吸收不再增

加ꎮ 这也说明 Ｋ３ 水平是比较适宜的施钾处理ꎬ 合理施用钾肥才能提高氮肥和磷肥的肥效ꎮ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各施肥处理与对照处理 (ＣＫ) 有显著性差异ꎮ 施钾水平对油茶土壤碱解氮的含量

有明显影响ꎬ 各水平钾素处理比 ＣＫ 处理土壤碱解氮养分增加了 １５１ ２９％ 、 ９７ ０４％ 、 ７８ ４０％ 、
６１ ６０％ 、 ７０ ０６％ ꎬ ＦＨＦ 处理比 ＣＫ 处理增加了 １０２ ０７％ ꎬ 处理 Ｋ４ 与 ＦＨＦ、 Ｋ０、 Ｋ１、 Ｋ２ 和 Ｋ０
与 Ｋ３ 间存在显著差异ꎮ 钾肥施用量的不同对土壤有效磷的含量影响较大ꎬ 施钾水平处理比 ＣＫ
处理土壤有效磷养分增加了 ２０８ ３１％ 、 １６７ ２５％ 、 １４４ ３４％ 、 １２９ １９％ 、 １３７ ７８％ ꎬ ＦＨＦ 处理比

ＣＫ 处理增加了 １６３ ４８％ ꎬ 其中 Ｋ０ 与 ＦＨＦ、 Ｋ２、 Ｋ３、 Ｋ４ 间存在显著差异ꎮ 施钾水平不同对油

茶土壤速效钾和有机质含量有提高作用ꎬ 是 ＣＫ 处理的 ２ ２ ~ ３ １ 倍和 ２ ~ ３ ２ 倍ꎬ ＦＨＦ 处理是

ＣＫ 处理的 ２ ６ 倍和 ２ ７ 倍ꎬ 处理 Ｋ０ 与 Ｋ３、 Ｋ４ 间存在显著差异ꎮ 施肥使油茶生长的土壤肥力明

显提高ꎬ 钾素的施用量对土壤中的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有机质的影响不同ꎬ 合理施肥对植

物生长有重大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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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施钾水平对油茶土壤有效养分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碱解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ｍ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有机质 ＯＭ
(ｇ / ｋｇ)

ＣＫ ６４ ８７ ± ６ ８６ｃ ４ ７７ ± ０ ６２ｃ ４２ １７ ± ３ ３２ｃ ８ ５８ ± ０ ６３ｃ
ＦＨＦ １３１ ０９ ± １２ ５６ｂ １２ ５８ ± ０ ９５ｂ １１１ ６７ ± ２２ ４９ａｂ ２３ ４１ ± ３ ７５ａｂ
Ｋ０ １６３ ０２ ± １４ ３０ａ １４ ７２ ± ０ ９３ａ ９３ ４７ ± ３ ３５ｂ １６ ８６ ± １ １８ｂ
Ｋ１ １２７ ８２ ± １７ １５ｂ １２ ７６ ± ０ ４２ａｂ １０９ ９３ ± ４ １９ａｂ ２０ ３２ ± ２ ５４ａｂ
Ｋ２ １１５ ７３ ± ９ ３５ｂ １１ ６６ ± ０ ４３ｂ １２０ ０７ ± ５ ４９ａｂ ２４ ６６ ± ４ ７４ａｂ
Ｋ３ １０４ ８４ ± １１ ７７ｂ １０ ９４ ± ０ ３５ｂ １３０ ３３ ± ３ ８９ａ ２７ ０４ ± １ ８６ａ
Ｋ４ １１０ ３３ ± ７ ５８ｂ １１ ３５ ± １ ０７ｂ １２３ ０７ ± １ ６８ａ ２７ ６８ ± ０ ７７ａ

２ ４　 不同施钾水平与油茶叶片钾含量、 土壤速效钾含量之间的关系

根据不同的施钾量与油茶叶片钾含量和土壤速效钾含量绘制的散点图可以发现油茶叶片钾含

量和土壤速效钾含量均与施钾量呈一元二次抛物线关系 (图 ３)ꎮ 应用油茶叶片钾含量、 土壤中

速效钾含量与施钾量拟合一元二次方程ꎬ 显著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ꎮ 对所得的一元二次抛物线进

行分析可知: 在施钾量为 ３２２ ２５ ｇ / 株时ꎬ 对应的油茶叶片钾含量最大值为 ３ ８１ ｇ / ｋｇꎻ 在施钾量

为 ３１７ ７２ ｇ / 株时ꎬ 对应的土壤速效钾含量最大值为 １２５ ２８ ｍｇ / ｋｇꎮ

图 ３　 油茶叶片钾含量、 土壤中速效钾含量与施钾水平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ꎬ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２ ５　 树体生长指标、 叶片养分和土壤养分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３ 可知ꎬ 树体指标中的地径、 冠幅乘积、 株高与油茶叶片中的氮、 钾、 磷含量呈极显著

正相关ꎬ 说明施钾促进了油茶树体的生长和叶片养分的积累ꎮ 土壤中的速效钾、 有机质与地径、
冠幅乘积、 株高和油茶叶片中的氮、 钾、 磷都呈极显著正相关ꎮ 土壤中的碱解氮、 有效磷含量与

树体指标中的地径、 冠幅乘积、 株高和油茶叶片的氮、 钾、 磷含量也表现出类似的正相关ꎬ 但相

关性不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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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树体生长指标、 叶片养分和土壤养分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ꎬ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地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冠幅
乘积
Ｃｒｏｗｎ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叶氮
Ｌｅａｆ Ｎ

叶钾
Ｌｅａｆ Ｋ

叶磷
Ｌｅａｆ Ｐ

碱解氮
Ａｖａｉｌ Ｎ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 Ｋ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 Ｐ

有机质
Ｏ Ｍ

地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

冠幅乘积
Ｃｒｏｗｎ ０ ９７４∗∗ １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０ ９６５∗∗ ０ ９６６∗∗ １

叶氮
Ｌｅａｆ Ｎ ０ ９６７∗∗ ０ ９８７∗∗ ０ ９３０∗∗ １

叶钾
Ｌｅａｆ Ｋ ０ ９９３∗∗ ０ ９６４∗∗ ０ ９３６∗∗ ０ ９６７∗∗ １

叶磷
Ｌｅａｆ Ｐ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３∗∗ ０ ９５５∗∗ ０ ９８９∗∗ ０ ９７９∗∗ １

碱解氮
Ａｖａｉｌ Ｎ ０ ２０３ ０ ２５３ ０ ０２８ ０ ３７９ ０ ２６６ ０ ３１３ １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 Ｋ ０ ９５１∗∗ ０ ９４９∗∗ ０ ８６６∗ ０ ９７４∗∗ ０ ９７５∗∗ ０ ９６２∗∗ ０ ４５７ １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 Ｐ ０ ４６０ ０ ５０９ ０ ２９３ ０ ６１８ ０ ５１９ ０ ５５３ ０ ９５８∗∗ ０ ６８７ １

有机质
Ｏ Ｍ ０ ９８９∗∗ ０ ９７６∗∗ ０ ９３９∗∗ ０ ９７４∗∗ ０ ９９０∗∗ ０ ９８７∗∗ ０ ２９９ ０ ９７１∗∗ ０ ５４５ １

３　 结论与讨论

油茶是一种经济林作物ꎬ 油茶的经济产出取决于植株的生长状况ꎬ 而施肥对油茶的营养生长

和生理发育影响巨大ꎮ 李小梅等[５]和俞小鹏等[１９] 研究表明施用钾肥对油茶生长有促进作用ꎮ 本

研究结果表明ꎬ 在一定氮、 磷肥的基础上ꎬ 施钾水平的提高能促进油茶生长ꎬ 当钾水平达到 Ｋ３
时ꎬ 对油茶树体生长的营养影响最大ꎬ 是较适宜的施钾水平ꎮ

张文元等[２０] 、 胡冬南等[２]研究表明ꎬ 在施用一定的氮和磷肥的基础上ꎬ 施用钾肥的量增加

对油茶叶片养分的积累有促进作用ꎮ 谢佳贵等[２１] 研究表明ꎬ 施钾肥可提高玉米秸秆和籽粒氮、
磷、 钾的吸收总量ꎬ 该试验结果表明随着施钾量的增加ꎬ 叶片吸收了更多的 Ｎ、 Ｐ、 Ｋꎬ 在施钾

量达到 ３００ ｇ / 株时三种大量元素在叶片中含量达到最大值ꎮ 齐红岩等[２２] 研究表明ꎬ 过多钾肥施

用ꎬ 会抑制植物吸收 Ｃａ、 Ｍｇ 等肥质的吸收ꎬ 从而影响 Ｎ、 Ｐ、 Ｋ 等元素在植物叶片中含量ꎮ
不同用量钾肥对土壤养分的速效钾和有机质都有着显著性提高ꎬ 土壤中速效钾含量随着施钾

量的增加而增大ꎬ 在 Ｋ３ 达到最大值ꎬ 在 Ｋ４ 水平时下降ꎬ 说明 Ｋ３ 水平的施钾量有利于钾素在土

壤中的累积[５] ꎮ 土壤中的碱解氮和有效磷随着钾水平的提高有降低降低趋势ꎮ
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对油茶树体生长指标、 叶片养分和土壤养分的分析结果表明: 树体指标

中的地径、 冠幅乘积、 株高与油茶叶片中的氮、 钾、 磷呈极显著正相关ꎬ 土壤中的速效钾、 有机

质与地径、 冠幅乘积、 株高和油茶叶片中的氮、 钾、 磷都呈极显著正相关ꎮ 说明可以通过使用钾

肥ꎬ 增强油茶对土壤养分的利用ꎬ 增加叶片中氮磷钾养分含量ꎬ 促进油茶营养生长ꎮ 本试验对油

茶叶片钾含量、 土壤中速效钾含量与施钾量拟合得出响应曲线ꎬ 确定了最佳施钾量为 ３１７ ７２ ~
３２２ ２５ ｇ / 株ꎬ 该结果可以为广大农民和企业在油茶科学施肥上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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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林养分含量及果实产量对沼液
用量的响应及其相互关系研究∗

胡冬南∗∗ꎬ 樊妮娜ꎬ 游　 璐
(江西农业大学 / 江西省森林培育重点实验室ꎬ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　 要: 为了解油茶林地土壤养分、 叶片养分和果实产量性状对沼液施用的响应规律ꎬ 本研究在 ６ 年生油茶林

中设置了 ５ 个不同沼液用量 (０ ｋｇ / 株、 １０ ｋｇ / 株、 ２０ ｋｇ / 株、 ３０ ｋｇ / 株、 ４０ ｋｇ / 株)ꎬ 通过连续两年的试验与测

定ꎬ 分析了不同沼液用量条件下油茶林地土壤和叶片氮、 磷、 钾养分及油茶果实含油率变化情况ꎬ 探讨了油茶

果实产量对沼液的响应规律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施用沼液能有效提高油茶林地土壤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含量ꎬ
在施沼液两年后ꎬ 土壤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的含量均随着沼液用量的增加而逐渐提高ꎬ 以 Ｂ４ (４０ ｋｇ / 株)
处理对土壤养分的提高效果最好ꎮ Ｂ３ (３０ ｋｇ / 株) 处理明显更有利于油茶叶片对氮、 磷、 钾养分的积累ꎬ 该处

理的油茶鲜果含油率、 鲜果产量和产油量最高ꎻ 与不施沼液的 Ｂ０ (０ ｋｇ / 株) 处理相比ꎬ Ｂ３ 处理的鲜果产量和

产油量分别提高了 ３４ ３９％ 和 ６２ ６８％ ꎮ 施用沼液两年对油茶干籽含油率的影响不明显ꎻ 过多施用沼液不利于油

茶叶片养分积累和果实增产ꎮ 油茶果实含油率、 鲜果产量、 产油量均与土壤养分、 叶片养分存在不同程度的相

关性ꎬ 其中干籽出油率与养分的相关性到沼液施用第二年才明显ꎮ 因此ꎬ 通过适量施用沼液改善土壤养分和叶

片养分状况ꎬ 是提高油茶果实含油率、 增加鲜果产量和产油量的有效措施ꎮ
关键词: 沼液ꎻ 油茶ꎻ 养分ꎻ 产量ꎻ 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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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ꎬ ｉｔ ｗ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ｆｒｕｉ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ｏｉ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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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ꎻ Ｃ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ｂｅｌ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ꎻ Ｙｉｅｌｄꎻ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ｂｅｌ) 是我国南方主要经济林木ꎬ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１] ꎮ 长期以

来ꎬ 油茶高产主要是通过化肥的高投入[２￣３] ꎬ 这样不仅需要大量资金ꎬ 同时易造成生态环境污

染ꎮ 沼液是一种优质的农用资源ꎬ 能显著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有效调节土壤微环境ꎬ 促进土壤生

态环境良性循环[４￣７] ꎮ 将沼液应用于油茶林ꎬ 既能解决养猪场沼液无处存放、 污染环境等问题ꎬ
又能减少油茶林化肥投入ꎬ 节约养分管理成本ꎮ 目前关于沼液在油茶林应用方面研究较少ꎬ 特别

是沼液施用对油林养分的影响及其与果实产量性状之间的关系未见报道ꎮ 本试验以赣无系列高产

无性系油茶为研究对象ꎬ 通过连续两年调查ꎬ 探讨油茶林养分及产量相关性状对沼液用量的响

应ꎬ 为油茶林应用沼液提供科学指导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于江西省万年县齐埠镇江西云河实业有限公司油茶基地ꎮ 该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

型ꎬ 年平均气温为 １７ ４℃ 、 降水量为 １ ８０８ ０ ｍｍ、 相对湿度为 ８２％ 、 无霜期为 ２５９ 天ꎮ 试验样

地为缓坡地ꎬ 红壤ꎬ 试验前土壤碱解氮 ６３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６２ ７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６ ６８ ｍｇ / ｋｇ、 有

机质 １７ ８８ ｇ / ｋｇ、 ｐＨ 值为 ４ ２３ꎮ 油茶栽植密度为 ２ ｍ × ３ ｍꎮ
１ ２　 试验材料与设计

试验油茶为六年生赣无系列高产无性系ꎬ 灌溉所用沼液取自该油茶基地内标准化规模猪场沼

气池ꎮ 试验设 ０ ｋｇ / 株、 １０ ｋｇ / 株、 ２０ ｋｇ / 株、 ３０ ｋｇ / 株、 ４０ ｋｇ / 株共 ５ 个沼液用量处理ꎬ 分别记

作 Ｂ０、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ꎮ 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ꎬ 于不同坡向坡位设 ３ 个区组ꎬ 每小区选 ５ 株

为调查株ꎮ 沼液采用沟施法施入ꎬ 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开始实施ꎬ 以后每年 ３ 月、 ６ 月、 １０ 月底各施

１ 次沼液ꎮ
１ 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１ ３ １　 土壤和叶片养分测定

土样和叶样采集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分小区取样ꎮ 用取土器从 ５ 个调查株

树盘的 １ / ２ 处取 ０ ~ ４０ ｃｍ 深的土ꎬ 混匀ꎮ 土壤碱解氮用扩散吸收滴定法测定ꎻ 有效磷用 ＮＨ４Ｆ －
ＨＣｌ 浸提、 钼蓝比色法测定ꎻ 速效钾用中性 ＮＨ４ＯＡＣ 浸提、 火焰光度法ꎻ 有机质测定用

Ｋ２Ｃｒ２Ｏ７ － Ｈ２ＳＯ４ 消煮、 ＦｅＳＯ４ 滴定法测定ꎮ 从 ４ 个方向取样株当年春梢上成熟叶片 (第三、 第

四片)ꎬ 每株 ８ 片ꎬ 共 ４０ 片ꎬ 混匀后带回实验室ꎬ １０５℃杀青 ３０ ｍｉｎ 后调温至 ８０℃烘干ꎬ 经粉碎

处理和 Ｈ２ＳＯ４ － Ｈ２Ｏ２ 消煮后进行养分测定ꎬ 其中: 叶片全氮采用凯氏定氮仪测定ꎬ 全磷采用钼

锑抗比色法测定ꎬ 全钾采用火焰光度计法测定ꎮ
１ ３ ２　 油茶果实主要性状测定及方法

油茶果实采集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ꎮ 分单株采摘果实ꎬ 用电子天平实地称量ꎬ
果实含油率用索氏提取法进行测定ꎮ 其余各性状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干籽含油率 (％ ) ＝ (油脂质量 / 干籽质量) × １００
鲜果含油率 (％ ) ＝ (油脂质量 / 鲜果质量) × １００
单株产油量 (ｋｇ / 株) ＝ 单鲜果产量 × 鲜果含油率

１ ４　 数据统计与分析作图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软件对数据进行汇总整理ꎬ 用 ＤＰＳ ７ ０５ 软件对数据进行显著性统计分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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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ꎬ 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８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作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沼液用量对油茶林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２ １ １　 沼液用量对油茶林土壤碱解氮含量影响

连续两年的土壤碱解氮含量统计结果见图 １ꎬ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 施用沼液可显著提高土壤碱

解氮的含量ꎬ 随沼液用量的增加ꎬ 土壤碱解氮含量随之提高ꎮ 沼液实施第一年 (２０１３ 年)ꎬ 施用

沼液处理的土壤碱解氮含量均明显高于不施沼液的对照 Ｂ０ (Ｐ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１)ꎬ 但施沼液各处理

间差异不明显ꎮ 随着沼液的继续施用 (２０１４ 年)ꎬ 不同处理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 (Ｐ <
０ ００１)ꎬ Ｂ３ (３０ ｋｇ / 株)、 Ｂ４ (４０ｋｇ / 株) 处理与 Ｂ１ (１０ ｋｇ / 株)、 Ｂ２ (２０ ｋｇ / 株) 处理间存在极

显著差异ꎬ 所有施用沼液处理与不施沼液处理存在极显著差异ꎬ 沼液用量最大的处理土壤碱解氮

含量最高ꎬ 明显高于其他各处理ꎮ 与不施沼液处理 Ｂ０ 相比ꎬ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处理土壤碱解氮分

别提高了 ２０９ ９２％ 、 ２２９ ７４％ 、 ３９４ ０１％ 、 ４９９ ００％ ꎮ 另外ꎬ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４ 年 Ｂ０、 Ｂ１、
Ｂ２ 三个处理土壤碱解氮含量有所降低ꎬ 特别是不施沼液的 Ｂ０ 处理降低最多ꎬ 而沼液用量较多的

Ｂ３、 Ｂ４ 处理提高了ꎮ 说明油茶生长过程中对氮的需求量较大ꎬ 而施沼液可补充土壤中的氮养分ꎬ
且在一定范围内ꎬ 用量越大越好ꎬ 时间越长越明显ꎮ
２ １ ２　 沼液用量对油茶林土壤有效磷含量影响

连续两年对土壤有效磷含量变化的调查结果表明 (图 ２)ꎬ 沼液的应用显著提高了油茶林土

壤有效磷的含量 (Ｐ < ０ ０１)ꎬ 无论是施用沼液一年还是两年ꎬ 土壤有效磷含量均极显著高于对

照 Ｂ０ꎻ 只是第一年 (２０１３ 年) 沼液各处理间差异不明显ꎬ 而到了第二年 (２０１４ 年)ꎬ 沼液用量

较大的 Ｂ２、 Ｂ３、 Ｂ４ 三处理极显著高于 Ｂ０、 Ｂ１ 两个处理ꎬ Ｂ４ 处理含量最高ꎬ 明显高于其他各处

理ꎮ 各处理 土 壤 有 效 磷 含 量 比 不 施 沼 液 的 分 别 提 高 了 １６１ ９５％ 、 １８８ ８９％ 、 ２１０ １０％ 、
２５５ ０５％ ꎮ 说明施用一定量的沼液可明显提高油茶林地土壤中有效磷含量ꎬ 其改善作用同样也需

要一定的时间ꎮ 对比不施沼液处理两年的数据可知ꎬ ２０１４ 年土壤有效磷含量比上一年有所下降ꎬ
意味着油茶生长发育过程中消耗了土壤中的磷素ꎬ 如果不及时补充养分ꎬ 土壤中的有效磷将逐年

减少ꎮ

图 １　 土壤碱解氮含量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图 ２　 不同沼液用量油茶林土壤两年速效磷含量

Ｆｉｇ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注: 图中条形柱上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１％ 水平上差异显著ꎬ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ꎬ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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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３　 沼液用量对油茶林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影响

图 ３ 显示的是不同沼液用量油茶林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ꎬ 从图中可知ꎬ 施用沼液有利于土壤

速效钾含量的提高ꎬ 但钾的改善效果比氮和磷稍差ꎮ 沼液施用第一年ꎬ 用量较大的 Ｂ３、 Ｂ４ 处理

明显高于不施沼液处理 Ｂ０ꎬ 用量较小的 Ｂ１、 Ｂ２ 处理与处理 Ｂ０ 间差异不明显ꎮ 到第二年ꎬ 施用

沼液各处理均极显著高于不施沼液处理ꎮ 各沼液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５６ ９１％ 、 ９４ ３１％ 、 １１７ ０７％ 、 １３２ ５２％ ꎮ 对比第一年土壤速效钾含量ꎬ Ｂ０、 Ｂ１ 处理在第二年

都有一定的下降ꎬ Ｂ０ 下降最多ꎬ 其他各处理有一定上升ꎮ 说明沼液的合理施用能增加油茶林地

土壤速效钾的含量ꎬ 保证油茶生长发育对钾素养分的需求ꎮ
２ ２　 沼液用量对油茶叶片养分含量的影响

２ ２ １　 沼液用量对油茶叶片全氮含量的影响

从油茶叶片连续两年全氮养分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图 ４)ꎬ 两年的全氮含量均随沼液用量加

大呈上升趋势ꎬ 到 Ｂ４ 时开始下降ꎮ 比较两年的数据发现ꎬ ２０１４ 年比 ２０１３ 年效果更明显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时ꎬ 用量较大的 Ｂ３、 Ｂ４ 处理明显高于不施沼液处理 Ｂ０ꎬ 用量较小的 Ｂ１、 Ｂ２ 处理与处理

Ｂ０ 间差异不显著ꎮ 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再次测定ꎬ 施用沼液各处理叶片全氮养分含量与不施沼液的

Ｂ０ 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ꎬ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处理的叶片全氮含量分别比 Ｂ０ 的提高了 ５２ ０１％ 、
５３ ９１％ 、 ８６ ６９％ 、 ８３ ４０％ ꎬ 且 Ｂ３、 Ｂ４ 处理明显高于 Ｂ１、 Ｂ２ 处理ꎬ Ｂ３ 与 Ｂ４ 处理差异不明显ꎮ
此结果说明施用沼液在一定的范围内可有效提高油茶叶片氮素含量ꎬ 但用量不是越大越好ꎮ

图 ３　 土壤速效钾含量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图 ４　 叶片全氮含量

Ｆｉｇ 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２ ２ ２　 沼液用量对油茶叶片全磷含量的影响

图 ５ 是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油茶叶片全磷养分统计结果ꎬ 从图中可知ꎬ 在一定范围内ꎬ
随着沼液施用量的增大ꎬ 与叶片中氮素积累一样ꎬ 叶片中全磷含量先增大后减小ꎬ 磷素积累最大

值为 Ｂ３ 处理ꎬ 最小值是不施沼液处理 Ｂ０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除 Ｂ３ 处理外ꎬ 各处理间差异均未达到显著

水平ꎬ Ｂ３ 处理明显大于 Ｂ１ 和 Ｂ０ 处理ꎬ 比 Ｂ０ 提高了 ４４ ４４％ ꎮ 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各处理间的差

异增大ꎬ 施用沼液各处理磷含量比不施沼液处理明显更高ꎬ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ꎬ 且 Ｂ３ 处理显

著高于其他各处理ꎬ 该处理叶片全磷含量比 Ｂ０ 处理提高了 ６５ ２２％ ꎮ 沼液处理中 Ｂ４ 的沼液用量

最大ꎬ 但其叶片全磷含量不是最大ꎬ 且 ２０１４ 年时明显小于 Ｂ３ 处理ꎬ 说明适量的沼液能够有效提

高油茶叶片的全磷含量ꎬ 用量过大不利于油茶叶片磷养分的积累ꎮ
２ ２ ３　 沼液用量对油茶叶片全钾含量的影响

油茶叶片连续两年的全钾养分统计结果见图 ６ꎬ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 油茶叶片全钾含量随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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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的变化趋势大致和全氮、 全磷变化规律一致ꎮ 油茶叶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全钾含量随着沼液

用量的增加先升高后降低ꎬ 最大值均出现在 Ｂ３ꎮ ２０１３ 年ꎬ Ｂ１、 Ｂ４ 处理与不施沼液处理 Ｂ０ 之间

差异不显著ꎬ Ｂ２、 Ｂ３ 处理明显高于 Ｂ０ 处理ꎬ 比处理分别提高了 ３９ １２％ 和 １９ ２７％ ꎮ ２０１４ 年ꎬ
Ｂ０ 处理的叶片全钾含量下降ꎬ 施用了沼液的各处理则有不同程度的上升ꎬ 其中含量最高的 Ｂ３ 处

理与 Ｂ０、 Ｂ１ 处理存在极显著差异ꎬ 与 Ｂ２ 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ꎻ Ｂ３ 处理与 Ｂ４ 处理间差异不明

显ꎮ 说明沼液的施用有利于油茶叶片对钾素的积累ꎬ 在不人为施肥的情况下ꎬ 油茶叶片钾素含量

会降低ꎮ

图 ５　 叶片全磷含量

Ｆｉｇ ５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图 ６　 叶片全钾含量

Ｆｉｇ ６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２ ３　 沼液用量对油茶果实产量的影响

２ ３ １　 沼液用量对油茶干籽含油率的影响

油茶的干籽含油率是评价油茶产量的重要经济性状ꎬ 图 ７ 是连续两年测定的油茶干籽含油

率ꎮ 从图中可以了解到ꎬ 沼液施用第一年对油茶干籽含油率的影响不大ꎬ 到第二年 (２０１４ 年)
时ꎬ 各处理干籽含油率虽然随沼液用量增加而呈上升趋势ꎬ 但各处理间的差异也没有达到显著水

平ꎮ 说明油茶的干籽含油率是个相对较稳定的性状ꎬ 沼液的施用在短时间对其没有改善作用ꎮ 另

从图 ７ 还可以看出ꎬ ２０１４ 年的干籽含油率ꎬ 除 Ｂ４ 处理外ꎬ 其他各处理均比 ２０１３ 年低ꎬ 这可能

与两年的气候特别是降水量有关[８] ꎮ
２ ３ ２　 沼液用量对油茶鲜果含油率的影响

油茶鲜果含油率也是生产中用于评价油茶产量的常用指标ꎬ 连续两年对鲜果含油率进行测

定ꎬ 结果显示 (图 ８)ꎬ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油茶鲜果含油率随沼液用量发生的变化规律差不多ꎬ
沼液在一定用量范围内施用ꎬ 可提高鲜果含油率ꎬ 用量为 ３０ ｋｇ / 株 (Ｂ３ ) 时达到最高ꎬ 与不施

沼液处理间 Ｂ０ 存在显著差异ꎬ 但如果再增加沼液用量ꎬ 对鲜果含油率没有促进作用ꎮ
２ ３ ３　 沼液用量对油茶鲜果产量和产油量的影响

油茶结实存在大小年现象ꎬ 为了能更科学评价沼液施用的效果ꎬ 采用了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单

株产量和产油量的平均值进行统计与分析ꎬ 结果见图 ９ꎮ 从图中可知ꎬ 一定范围内ꎬ 油茶鲜果产

量和产油量随沼液用量加大而提高ꎬ 但到用量为 ４０ ｋｇ / 株 (Ｂ４ ) 时ꎬ 产量出现了明显下降ꎻ Ｂ３

(３０ ｋｇ / 株) 处理单株平均鲜果产量和产油量都最高ꎬ 是本试验中最佳的处理ꎬ 该处理的单株鲜

果产量与 Ｂ０、 Ｂ１ (３０ ｋｇ / 株)、 Ｂ４ 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ꎬ 单株产油量与 Ｂ０、 Ｂ１ 处理间存在显著

差异ꎬ 与该处理油茶鲜果产量和产油量比不施沼液的 Ｂ０ 处理分别提高了 ４６ ６１％ 和 ６２ ６８％ 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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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ꎬ 油茶林中适量施用沼液可有效果增加油茶鲜果产量和产油量ꎬ 但并不是越多越好ꎮ

图 ７　 干籽含油率

Ｆｉｇ ７　 Ｏｉｌ ｒａｔｅ ｉｎ ｄｒｙ ｓｅｅｄ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图 ８　 鲜果含油率

Ｆｉｇ ８　 Ｏｉ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ｒｕｉｔ

图 ９　 鲜果产量与产油量

Ｆｉｇ ９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ｏｉｌ

２ ４　 施用沼液条件下油茶产量与养分积累的关系分析

养分供给是油茶果实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ꎬ 为了解施用沼液条件下ꎬ 油茶产量与养分之间的

关系ꎬ 对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土壤养分、 叶片养分、 干籽含油率、 鲜果含油率和两年的平均鲜果

产量及产油量进行了相关分析ꎬ 结果见表 １ꎮ
由表 １ 可知ꎬ ２０１３ 年的干籽出油率与土壤养分和叶片养分的关系均不明显ꎬ 而鲜果含油率

则与当年土壤碱解氮、 速效钾、 叶片中氮和磷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ꎬ 特别是与叶片中的氮含量呈

极显著相关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的干籽出油率主要与两年的土壤氮、 钾及 ２０１４ 年的磷含量有密切关

系ꎬ 与 ２０１３ 年叶片中的养分关系不大ꎬ ２０１４ 年叶片中的养分也只有氮含量与其显著相关ꎻ ２０１４
年的鲜果含油率则主要与当年叶片中的养分相关ꎮ 两年的鲜果产量仅与第一年叶片中钾养分含量

关系密切ꎬ 与其他养分之间的关系均未达到显著水平ꎮ 两年平均产油量与土壤养分关系不大ꎬ 与

第一年叶片中的磷、 钾含量和第二年叶片中的磷含量显著相关ꎮ 由此可见ꎬ 施用沼液情况下ꎬ 油

茶产量的形成与土壤养分和叶片养分都与存密不可分的关系ꎬ 特别是与当年叶片中的养分含量关

系很密切ꎬ 通过施用沼液改善油茶林地土壤和叶片养分是提高油茶产量的有效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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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产量与土壤养分和叶片养分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年份
Ｙｅａｒ

养分指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２０１３ 年出油率
Ｏｉ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出油率
Ｏｉ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４

两年平均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干籽
Ｄｒｙ ｆｒｕｉｔ

鲜果
Ｆｒｅｓｈ ｆｒｕｉｔ

干籽
Ｄｒｙ ｆｒｕｉｔ

鲜果
Ｆｒｅｓｈ ｆｒｕｉｔ

鲜果
Ｄｒｙ ｆｒｕｉｔ 油 Ｏｉｌ

２０１３ 年
土壤碱解氮
Ｓｏｉｌ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 ０ ８５６ ０ ８９２∗ ０ ９６３∗∗ ０ ８８２∗ ０ ５３４ ０ ６７４

土壤有效磷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０ ８２６ ０ ７９５ ０ ８３８ ０ ８７２ ０ ５８６ ０ ６８７

土壤速效钾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０ ７２２ ０ ９２３∗ ０ ９３８∗ ０ ８３８ ０ ４７５ ０ ６３９

２０１４ 年
土壤碱解氮

Ｓｏｉｌ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Ｎ
０ ９７２∗∗ ０ ８１６ ０ ４５６ ０ ６１５

土壤有效磷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０ ９５４∗ ０ ８８８∗ ０ ５４４ ０ ６８１

土壤速效钾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０ ９６７∗∗ ０ ８７３ ０ ６３ ０ ７４９

２０１３ 年 叶片氮 Ｌｅａｆ Ｎ ０ ７０２ ０ ９６５∗∗ ０ ８２ ０ ８５５ ０ ７２８ ０ ８３３
叶片磷 Ｌｅａｆ Ｐ ０ ６４７ ０ ９０３∗ ０ ６７ ０ ７９２ ０ ８４６ ０ ８９７∗

叶片钾 Ｌｅａｆ Ｋ ０ ６９０ ０ ８３９ ０ ６１５ ０ ７４１ ０ ９００∗ ０ ９１２∗

２０１４ 年 叶片氮 Ｌｅａｆ Ｎ ０ ９１２∗ ０ ９４６∗ ０ ６３２ ０ ７７５
叶片磷 Ｌｅａｆ Ｐ ０ ７７２ ０ ８８４∗ ０ ８２３ ０ ９０５∗

叶片钾 Ｌｅａｆ Ｋ ０ ８６４ ０ ８９６∗ ０ ７０２ ０ ８２３

　 　 注: 相关系数临界值 ｒ０ ０５ ＝ ０ ８７８ꎬ ｒ０ ０１ ＝ ０ ９５９

３　 结论与讨论

沼液是一种优良的液态有机肥料ꎬ 在很多农作物上都有应用ꎬ 能够增强土壤的养分含量、 改

善土壤的理化性质ꎬ 提高农作物的外观、 产量以及品质[９￣１１] ꎮ 本研究在油茶林中设置了 ０ ｋｇ / 株、
１０ ｋｇ / 株、 ２０ ｋｇ / 株、 ３０ ｋｇ / 株、 ４０ ｋｇ / 株五个不同沼液用量试验ꎬ 探讨了沼液用量对油茶林地养

分、 叶片养分、 油茶产量的影响及养分与产量之间的关系ꎮ 结果表明ꎬ 施用一定量的沼液可有效

改善油茶林地土壤和油茶叶片氮、 磷、 钾的含量ꎬ 提高油茶含油率特别是鲜果含油率ꎬ 增加油茶

鲜果产量和产油量ꎬ 且沼液施用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ꎮ 在所设的用量范围内ꎬ 油茶林地土壤氮、
磷、 钾养分含量随沼液用量加大而增加ꎬ 油茶叶片中氮、 磷、 钾养分含量则随沼液用量加大呈先

升高后下降趋势ꎬ 以 ３０ ｋｇ / 株用量最佳ꎬ 用量过大对于叶片养分的积累效果不明显或不利ꎮ 对于

油茶果实产量指标而言ꎬ 沼液的施用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干籽含油率ꎬ 但对鲜果含油率的影响较为

明显ꎬ 以 ３０ ｋｇ / 株用量获得的含油率最高ꎬ 其鲜果产量和产油量也最高ꎬ 是本试验中的最佳

处理ꎮ
沼液作为一种缓速兼备有机液态肥料ꎬ 既具有机肥料的长效性ꎬ 同时具有化肥的速效性[１２] ꎮ

相关分析表明ꎬ 沼液实施第一年ꎬ 油茶鲜果含油率在当年就表现出与土壤和叶片多数养分含量相

关ꎬ 但干籽含油率与土壤养分、 叶片养分关系不明显ꎬ 继续施用沼液到第二年ꎬ 干籽含油率才与

土壤养分、 叶片氮养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ꎬ 说明沼液施用后ꎬ 虽然改善了油茶林地和叶片的

养分ꎬ 但要对干籽含油率起作用还需要一段时间ꎬ 即沼液对鲜果含油率是速效的ꎬ 对干籽含油率

的促进作用是缓效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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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化肥减施技术研究进展与减施对策

倪　 康ꎬ 马立锋ꎬ 伊晓云ꎬ 阮建云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ꎬ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摘　 要: 为了农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ꎬ 我国制定了 “２０２０ 年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这一国家战略ꎮ 茶树是

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ꎬ 化肥投入在保障我国茶叶产量与品质中发挥了作用ꎬ 为了茶产业的优质高效发展ꎬ
需要更加合理的施肥策略与技术ꎮ 本文结合我国茶园的施肥现状ꎬ 从施肥推荐标准、 有机肥替代、 高效新型肥

料产品等方面ꎬ 对我国以及世界其他主要产茶国的化肥减施技术进行了综述ꎮ 主要阐明了我国茶园施肥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ꎬ 世界主要产茶国ꎬ 特别印度、 斯里兰卡、 肯尼亚ꎬ 包括发达国家日本在减少化肥用量、 提高化肥

利用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ꎻ 对我国在高效施肥技术难以进入实际应用推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ꎬ 并对未来减施综

合技术集成与推广进行了展望ꎮ
关键词: 茶园ꎻ 化肥ꎻ 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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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ꎬ 根据中国茶叶学会的统计ꎬ 我国拥有茶园面积 ２７４ 万公顷ꎬ 占

全球茶园面积的 ６０％ ꎻ 我国年茶叶产量为 ２１５ ８ 万吨ꎬ 占全球茶叶总产量的 ４０％ ꎻ ２０１４ 年我国

茶叶总产值达 １ ３００多亿元ꎮ 对我国农村发展、 农民增收具有重大意义[１] ꎮ
茶树是典型的叶用植物ꎬ 对养分元素需求较大ꎬ 为了提高茶叶产量与品质ꎬ 需要及时施用各

类肥料ꎮ 以氮肥为例ꎬ 由于氮素能够有效提高茶叶中氨基酸和咖啡碱的含量ꎬ 因此ꎬ 茶农一直以

来非常重视施用氮肥ꎬ 但是随着氮肥用量的不断增加ꎬ 其增产提质边际效应不断下降ꎬ 土壤酸化

愈发严重ꎬ 养分的淋洗和气态损失对环境产生了明显的破坏作用[２￣３] ꎮ 因此ꎬ 茶园化肥减施也是

实现 “２０２０ 年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　 我国茶园施肥现状

根据调查ꎬ 我国茶园施肥主要存在着氮肥过量施用、 有机肥投入不足、 养分投入比例失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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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ꎬ 这些问题降低了肥料利用率ꎬ 造成茶园施肥效益低下ꎬ 茶叶产量与品质的不稳定[４] ꎮ
过量施肥在我国茶园中普遍存在ꎬ 特别是生产大宗茶ꎬ 采摘次数较多的茶园ꎮ 根据国家茶产

业技术体系的调查结果ꎬ 我国主要产茶区的氮磷钾养分投入总量均值约为 ７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氮肥对保

证我国茶叶产量与品质是不可或缺的栽培手段[５￣６] ꎮ 合理的施氮量能提高茶叶中品质成分ꎬ 特别

是游离氨基酸、 咖啡碱、 水浸出物和叶绿素含量ꎬ 降低茶多酚含量ꎬ 增加茶叶香气物质种类ꎬ 提

高 β ￣葡萄糖苷酶活性ꎬ β ￣葡萄糖苷酶及 β ￣樱草糖苷酶基因的相对表达量也得到了明显提高ꎬ 但

过量施氮肥不利于产量、 品质的形成[７] ꎮ 马立锋等[８] 的研究结果表明ꎬ 不论是何种生产方式ꎬ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氮肥用量足以保证正常的养分需求ꎮ

另一方面ꎬ 我国茶园中无机化肥施用比例过大ꎮ 根据调查ꎬ 茶园施肥中多以化学肥料为主ꎬ
有机肥施用比例偏低ꎮ 有机肥在土壤培肥ꎬ 改善土壤结构ꎬ 增加土壤养分供应能力方面具有重大

作用ꎬ 特别是有机肥可以补充土壤中被茶树吸收带走的微量元素组分ꎬ 维持茶园土壤养分供应的

可持续性[４ꎬ９] ꎮ 有些地区有机肥的施用时期也不合理ꎬ 一般认为有机肥属于长效肥料ꎬ 而调查中

发现部分地区茶园在追肥过程中施用菜籽饼、 复合肥ꎬ 容易造成短期养分供应不足ꎬ 影响茶叶产

量与品质[８] ꎮ
茶园中养分投入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ꎮ 由于氮素对茶叶产量与品质的强关联性ꎬ 农民倾向大

量施用氮肥ꎬ 而轻磷钾肥施用ꎮ 根据调查ꎬ 我国茶园施肥中氮磷钾的比例约为 １０ １４０ １３ꎬ
远远低于我国推荐茶园的氮磷钾使用比例 １０ ２５ ~ ０ ５０ ２５ ~ ０ ５[４] ꎮ 试验结果表明ꎬ 养分均

衡施肥有助于保证茶园的高产稳产[１０] ꎮ 而缺磷通常会导致茶叶水浸出物、 茶多酚、 类黄酮、 总

游离氨基酸、 茶氨酸等内含物含量下降[１１] ꎮ 钾肥能增加茶叶中游离氨基酸、 茶多酚含量[１２] ꎬ 此

外ꎬ 钾还能促进光合作用ꎬ 促进代谢产物转运ꎬ 提高茶树水分利用率[１３] ꎮ
由于上述现象通常会导致茶树产量与品质下降ꎬ 在缺乏科学指导情况下ꎬ 茶农通常会试图通

过增加肥料投入量来寻求改善ꎬ 因而极易造成肥料的极大浪费ꎬ 不仅增加的生产成本ꎬ 降低了茶

农收益ꎬ 而且养分元素进入河流、 湖泊、 大气等其他环境系统ꎬ 带来水体富营养化、 土壤酸化、
增加大气温室效应等生态环境问题[１４￣１６] ꎮ

２　 茶园化肥减施技术进展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ꎬ 世界主要产茶国均在发展中国家ꎬ 比如印度、 斯里兰卡、 肯尼

亚ꎬ 而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茶产业较为发达ꎬ 茶叶产量较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面对茶园中过

量施肥带来的生态环境、 农业面源污染和茶叶质量安全问题ꎬ 更是加强了化肥减施技术研发ꎬ 制

订了一系列化肥施用规范及标准ꎬ 有助于实现茶园化肥科学减施ꎮ
２ １　 日本

为了追求绿茶中高氨基酸含量ꎬ 上世纪日本茶园的施氮量在 ５８０ ~ ２ ８３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ꎬ 而其中

超过 １０％ 的茶园超过 ２ ０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ꎮ 长期的高氮栽培方式ꎬ 导致日本茶园土壤的严重酸化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过半的日本茶园土壤 ｐＨ 在 ４ ０ 以下[１７] ꎮ

为了保证茶产业和茶园环境的可持续发展ꎬ 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减少茶园化肥投入ꎬ 增

加养分利用率ꎮ 首先日本制订了严格的施肥标准作为施肥上限以控制过量的养分投入ꎬ 其制定依

据是茶叶产量及其养分含量ꎮ 以静冈市 (Ｓｈｉｚｕｏｋａ) 为例ꎬ 年产鲜叶 １８ ｔ / ｈｍ２ꎬ 其氮磷钾施肥标

准为 ５４０ － １８０ － ２７０ ｋｇ / (ｈｍ２ｙｒ) (Ｎ － Ｐ２Ｏ５ － Ｋ２Ｏ)ꎮ
其次ꎬ 日本还研发了一些具有增效肥料养分利用率的技术ꎬ 主要是新型肥料品种以及配套的

高效施肥技术ꎮ 新型肥料品种主要是功能性肥料ꎬ 包括缓释肥以及含抑制剂的肥料ꎮ 一方面缓释

肥养分缓慢释放ꎬ 减少了烧苗ꎬ 而且降低了养分的无效损失ꎬ 特别是氮素的淋洗、 挥发等损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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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长期高氮施肥导致的茶园土壤酸化所引发的茶园退化问题ꎬ 日本学者提出在酸化茶园中施

用石灰性氮肥 (ＣａＣＮ２)ꎮ ＣａＣＮ２ 具有显著的硝化抑制效果ꎬ 可以缓慢释放铵态氮ꎬ 减少硝化造

成的土壤酸化问题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 与传统茶园施氮 １ １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相比ꎬ ４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石灰

氮用量既能保证茶叶产量和品质ꎬ 又阻止了土壤的进一步酸化[１８] ꎮ 有研究也表明ꎬ 石灰性氮肥

可以显著降低土壤氧化亚氮排放量ꎬ 具有良好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１９] ꎮ 而高效施肥技术主要包

括树冠下施肥技术、 深层施肥技术和滴灌施肥技术ꎮ 通过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ꎬ 日本茶园施氮量

逐渐降至目前的 ５００ ~ ６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ꎬ 与 １９９８ 年相比ꎬ 每年可减少氮肥投入 ７３５ 万 ｋｇ[２０] ꎮ
２ ２　 印度、 斯里兰卡与肯尼亚

发展中国家中的主要产茶国除中国外ꎬ 主要是印度、 斯里兰卡和肯尼亚ꎬ 肥料在这些国家茶

叶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２１￣２２] ꎮ 为了指导茶农合理施肥ꎬ 这些国家均制定了茶园施肥推荐标准ꎮ
例如印度根据茶树产量水平、 土壤条件和树龄ꎬ 提出茶园氮素适宜用量 ９０ ~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Ｎ
Ｐ２Ｏ５Ｋ２Ｏ 养分比例为 １０ １ ~ ０ ５５０ ６ ~ １ ０ꎮ 而在斯里兰卡ꎬ 茶叶研究机构会根据研究进

展不断更新茶树施肥推荐标准ꎬ 例如斯里兰卡茶叶研究所 (Ｔ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于

２０００ 年发布的施肥推荐标准是根据茶园海拔高度、 品种特性以及树龄制定的施肥标准[２３] ꎻ 肯尼

亚根据茶树品种和土壤条件提出了最高氮肥用量 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适宜用量 ２００ ~ ２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并制

订全国性的茶树复合肥基准配方来指导茶园施肥ꎮ
另外ꎬ 这些国家还非常重视土壤培肥和推行有机替代技术ꎬ 形成以有机肥、 生物肥料和新型

化肥相互补充的综合养分管理技术模式ꎬ 如在印度积极推行茶园土壤生物有机培肥技术ꎬ 以提高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ꎬ 改善土壤结构[２４] ꎮ 研究发现ꎬ 有机肥施用、 特别是添加生物有机肥对茶园

效益有明显提升ꎬ 添加有机物料后ꎬ 茶园土壤结构、 土壤微生物组成与活性、 茶叶产量与品质均

有显著改善[２５￣２７] ꎮ 斯里兰卡推广根系发达的绿肥品种和间作技术ꎬ 减少山地茶园的水土流失、
增加土壤肥力ꎮ 印度、 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等国家积极改进施肥方式ꎬ 如推行平衡施肥、 水肥一体

化技术、 研发叶面肥及其施用方法ꎬ 提高养分利用率以控制肥料用量[２８￣２９] ꎮ
２ ３　 中国

“十二五” 期间ꎬ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高技术研究 (８６３) 等项目、 农业行业科技专项、 国

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等都将茶园肥料农药高效利用技术研发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ꎬ 围绕提升茶园

土地质量、 高效施肥技术、 研发新型高效肥料和茶树专用肥及使用技术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

究ꎬ 取得明显进展ꎮ
目前已经基本明确了茶树养分吸收规律ꎬ 初步建立了绿茶氮肥用量基准ꎬ 根据茶树养分吸收

规律以及田间试验ꎬ 结果发现茶园施氮上限应控制在 ４５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为宜ꎬ 并根据不同生产方式

制定了对应的氮肥用量控制指标[３０] ꎮ 研发生产了一批茶树专用肥料产品和高效施用技术ꎻ 研发

的稳铵包膜控释尿素、 脲醛类缓释复合肥等新型肥料有效增加了茶树氮素利用率[３１] ꎻ 提出的氮

素总量控制分期施用、 结合土壤诊断或专用配方肥等养分管理技术模式已经进行了区域验证和示

范ꎬ 取得显著增产增效增收效果ꎻ 多个绿肥品种明显提高了茶园土壤肥力和减少了水土流失[３０] ꎮ

３　 我国茶园化肥减施对策

我国茶园施肥技术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ꎬ 但是许多技术大多停留在研究阶段或者实验

室水平ꎬ 没有真正进入田间实际应用ꎬ 主要原因如下ꎮ
３ １　 技术效果不确定

我国茶树种植区域广阔ꎬ 不同茶区土壤、 气候、 茶树品种差异极大ꎬ 某种技术很难同时适用

于所有茶区ꎬ 在研发阶段一般仅考虑到附近典型区域条件ꎬ 技术普适性不够ꎬ 难以直接运用ꎮ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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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施肥控制标准ꎬ 鉴于土壤养分状况的空间差异性ꎬ 可能需要针对不同土壤类型以及生产茶类制

定不同的施肥基准ꎮ
３ ２　 技术复杂

很多技术是基于严谨的科学试验经过优化得来ꎬ 需要许多前提条件ꎬ 但是茶农科学文化素质

较低ꎬ 难以掌握茶园的各项条件、 参数ꎬ 因而先进技术的接受性大打折扣ꎮ 如测土配方施肥ꎬ 需

要根据茶园土壤的养分状况分析结果来制定施肥策略ꎬ 但是很多茶农因茶园面积有限而不愿

使用ꎮ
３ ３　 成本昂贵

茶树作为经济作物ꎬ 需要考虑其产出投入比ꎬ 很多肥料产品经济、 环境效果良好ꎬ 但是制造

成本高昂ꎬ 导致茶农用不起也难以进入茶园应用ꎮ 例如ꎬ 缓释肥料、 有机添加抑制剂或者包膜ꎬ
导致肥料成本比普通化肥高处许多ꎬ 茶农算经济账觉得不划算而干脆不用ꎬ 此外有机肥施用也存

在着施肥成本过高的类似情况ꎮ
基于上述现状ꎬ 在茶园高效施肥技术方面ꎬ 还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茶园土壤地力提

升技术研究ꎬ 优化绿肥间套作等土壤培肥技术ꎬ 建立安全高效ꎬ 满足不同茶类需求的茶园土壤地

力提升技术ꎻ 进一步优化茶园施肥限量基准研究ꎬ 从绿茶、 乌龙茶、 红茶等不同茶类的养分需求

规律及品质要求出发ꎬ 制定适宜于不同茶类的施肥限量标准ꎻ 研发茶树营养的高效诊断技术ꎬ 基

于茶树冠层高光谱特征及其养分盈亏耦合关系ꎬ 熟化茶树氮素高光谱无损检测技术ꎬ 为精准施肥

提供快速诊断技术ꎻ 研制高效新型肥料及配套施用技术ꎬ 建立适应红茶、 绿茶、 乌龙茶、 黑茶

(普洱茶) 等茶类品质需求的复合肥配方ꎬ 研制出能适应不同茶类要求的缓控释肥、 生物炭基复

合肥、 叶面肥、 液体肥以及针对酸化茶园的石灰性肥料品种ꎬ 并建立完善的施用方法ꎻ 加强茶园

有机粪肥无害化处理与运筹技术研究ꎬ 建立畜禽粪肥中重金属阻控技术ꎬ 创制安全高效畜禽粪肥

类有机肥产品ꎬ 并根据红茶、 绿茶、 乌龙茶、 黑茶 (普洱茶) 的品质和养分需求特点ꎬ 优化其

田间运筹技术ꎻ 开发茶园适用的施肥机械ꎬ 研制能依据土壤施肥环境 (温湿度) 条件ꎬ 具有变

深、 变位、 精量功能的智能机械化施肥装备ꎻ 构建化肥减施增效技术推荐信息系统ꎬ 建立起基于

全国茶区土壤、 气候、 茶类数据ꎬ 以及茶树养分需求特性的推荐施肥决策系统ꎻ 不断加强各项技

术的系统集成化、 标准化ꎬ 形成有效的技术模式ꎬ 不断增强其简便程度以及用户亲和性ꎻ 在政策

层面对新技术进行适当补贴ꎬ 以加速技术的快速推广ꎬ 真正实现技术在田间地头的实际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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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ｔｒｉ. ｌｋ / 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 / ＳＰ / ＴＲＩ＿ ＳＰ０３ (ｅ). ｐｄｆ.

[２４] ＶＡＳＨＩＳＨＴ Ｎꎬ ＳＨＡＲＭＡ Ｋ 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ｂｉ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ｈｒｉｄ ｔｅａ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ｈｕｍｉ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ｍ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 [Ｊ].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７３ (８): ４５０￣４５２.

[２５] ＧＡＧＮＥＳＨ Ｓꎬ ＲＡＭ Ｒ Ｂꎬ ＳＨＡＲＭＡ Ｋ 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ｅａ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Ｗ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９ (１): １１￣１９.

[２６] ＤＥＶＩ Ｏ Ｇꎬ ＤＵＴＴＡ Ｂ Ｋꎬ ＤＡＳ Ａ Ｋ.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ｏ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ｔｅａ 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ｙ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２ꎬ ５０ (１): ３５￣４１.

[２７] ＢＩＳＨＮＵ Ａꎬ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Ｐꎬ ＴＲＩＰＡＴＨ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ｐｕ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ａｒｊｅｅｌｉｎｇ ｔｅａ ｇａｒｄｅｎ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ｏｐ ａｎｄ Ｗｅｅｄꎬ ２０１１ꎬ ７
(１): ５５￣５８.

[２８] ＢＡＲＢＯＲＡ Ｂ. Ａｇ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 ｉｎ Ａｓｓａｍ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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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ꎬ ９ (１): ４３￣５４.
[２９] ＥＡＳＷＡＲＡＮ Ｓꎬ ＫＵＭＡＲ Ｎꎬ ＭＡＲＩＭＵＴＨＵ 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ｅａ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ａ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ｐ. ) [Ｊ].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００６ꎬ ６３
(２): ２２４￣２２６.

[３０] 阮建云. 茶树栽培学研究进展 [Ｍ] /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茶学学科发展报告. 北京: 中国

科学技术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４７￣５６.
[３１] 马立锋ꎬ 苏孔武ꎬ 黎金兰ꎬ 等. 控释氮肥对茶叶产量、 品质和氮素利用效率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Ｊ].

茶叶科学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５ (４): ３５４￣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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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生产中的氮磷钾养分管理

谭宏伟１ꎬ 周柳强２ꎬ 谢如林２ꎬ 黄金生２

( １ 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 / 广西甘蔗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ꎻ
２广西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７)

摘　 要: 甘蔗是广西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ꎬ 从 １９９３ 年至今广西甘蔗的栽培面积及蔗糖产量均占我国的 ６０％ 以

上ꎮ 但长期不合理的施肥不仅导致蔗区土壤肥力下降的同时ꎬ 还致使广西部分蔗区的甘蔗产量和品质连年下降ꎬ
严重阻碍了广西甘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本文研究了不同施肥条件下甘蔗生产能力和甘蔗吸收养分规律ꎬ 旨在

构建蔗区优质高产的施肥技术体系ꎬ 为实现广西甘蔗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理论依据ꎮ 作者采用田

间试验、 现代和传统分析技术ꎬ 在蔗区采集了不同施肥处理的甘蔗和土壤样品ꎬ 分析了不同施肥处理对甘蔗对

养分的吸收和土壤养分状况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蔗区施肥养分不平衡ꎬ 肥料利用率低是导致甘蔗产量下滑的主

要原因ꎻ 甘蔗对氮、 磷、 钾的吸收有吸收高峰期ꎬ 同时ꎬ 也随施肥处理的不同甘蔗对氮、 磷、 钾的吸收强度存

在较大的差异ꎬ 如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处理伸长初期甘蔗对氮、 磷、 钾的吸收强度分别为 １ ４２５ ｇ / ( ｈｍ２ ｄ)、
３７５ ｇ / (ｈｍ２ ｄ) 和 ２ １７９ ５ ｇ / (ｈｍ２ ｄ)ꎬ 成熟期甘蔗对氮、 磷、 钾的吸收强度逐渐降低ꎮ 甘蔗从土壤中吸收养

分受土壤养分含量、 湿度、 通气状况、 有机质含量及甘蔗品种等因素的影响ꎬ 本文分析结果显示ꎬ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处理极显著地提高了甘蔗产量和含糖量ꎮ 由于本文所有试验点均分布于相同蔗区ꎬ 气候条件相近ꎬ 耕

作管理一致ꎬ 栽培品种相同ꎬ 不同施肥处理影响甘蔗对养分吸收量ꎬ 进而影响甘蔗产量ꎮ 基于田间试验结果ꎬ
目标产量为 ７５ ~ １００ ｔ / ｈｍ２ ꎬ 甘蔗推荐施氮肥量为 Ｎ ２７０ ~ ３１５ ｋｇ / ｈｍ２ ꎬ 施磷肥量为 Ｐ２ Ｏ５ ７５ ~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施钾肥

量为 Ｋ２ Ｏ ２２５ ~ ２７０ ｋｇ / ｈｍ２ ꎮ
关键词: 甘蔗ꎻ 施肥ꎻ 营养特性ꎻ 养分管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ｎ Ｈｏｎｇｗｅｉ１ꎬ Ｚｈｏｕ Ｌｉｕｑｉａｎｇ２ꎬ Ｘｉｅ Ｒｕｌｉｎ２ꎬ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ｓｈｅｎｇ２

( １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５３０００７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５３０００７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ｌ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ｓｕｇａｒ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ｈａ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０％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ꎬ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ｙ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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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ｗｅ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ＰＫ１)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ｉｔｓ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ａｎｅ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１ ４２５ ｇ /
(ｈｍ２ ｄ)ꎬ ３７５ ｇ / (ｈｍ２ ｄ) ａｎｄ ２ １７９ ５ ｇ / (ｈｍ２ ｄ)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 ｕｐｔａｋ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ｙ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ꎬ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ＰＫ１)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ｎ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ａｒｅａꎬ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ｙｉｅｌ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７５ － １００ ｔ / ｈｍ２ ꎬ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 ２７０ － ３１５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Ｐ２ Ｏ５

７５ －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Ｋ２ Ｏ ２２５ － ２７０ ｋｇ / ｈｍ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ꎻ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至今ꎬ 广西甘蔗已发展成为广西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５] ꎮ 但广西甘蔗

产区的土壤具有瘦、 黏、 土壤 ｐＨ 低等特点[６￣８] ꎮ 目前蔗区施肥问题ꎬ 已严重地影响着广西甘蔗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ꎮ 研究表明: 甘蔗生产中具有施肥量大、 肥料利用率低和施肥成本高等特

点[９] ꎮ 由于长期缺乏理论指导和相关技术的支持ꎬ 广西甘蔗施肥量和施肥费用是国外的 ２ ~ ３ 倍ꎬ
在如今的低糖价周期ꎬ 降低甘蔗施肥成本是实现甘蔗可持续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１０￣１１] ꎮ 本课题

组的研究发现ꎬ 由于缺乏甘蔗对养分吸收特征地了解ꎬ 在甘蔗施肥位置、 施用时间和施肥量等的

判断上存在偏差ꎬ 概括起来ꎬ 甘蔗施肥的主要问题: 一是施肥量大ꎬ 多数甘蔗种植区施肥量折合

Ｎ ５９４ ~ ７７７ ｋｇ / ｈｍ２ꎬ Ｐ２Ｏ５ ４６５ ~ ５１３ ｋｇ / ｈｍ２ꎬ Ｋ２Ｏ ４９５ ~ ５８５ ｋｇ / ｈｍ２ꎮ 二是施肥成本高ꎬ 化肥投入

合计 ７ ３５４ ２ ~ ８ ８３１ １元 / 亩ꎮ 三是肥料利用率低ꎬ 据近 ５ 年田间试验结果统计ꎬ 甘蔗对氮肥的

利用率为 １４ ５％~ ２４ ７％ ꎬ 平均利用率为 ２１ ２％ ꎻ 对磷肥的利用率为 ６ ７％ ~ １３ ４％ ꎬ 平均利用

率为 １１ ６％ ꎻ 对钾肥的利用率为 １５ ６％~ ２６ ９％ ꎬ 平均利用率为 ２１ １％ [１２￣１５] ꎮ 同时ꎬ 基于蔗区

田间试验条件ꎬ 比较不同施肥处理对甘蔗生产及甘蔗吸收养分规律等土壤肥力指标的影响ꎬ 至今

仍鲜见报道ꎮ
为此ꎬ 本研究以甘蔗养分管理为研究对象ꎬ 甘蔗为供试作物ꎬ 探讨不同施肥条件下甘蔗生产

能力和甘蔗吸收养分规律ꎬ 旨在构建蔗区优质高产的施肥技术体系ꎬ 为实现广西甘蔗生产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区概况

甘蔗施肥定位试验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 崇左市等ꎮ 该试验区海拔 １２０ ｍꎻ 年平均气

温为 ２０ ２℃ ꎬ 最高温度为 ３３ ５ ~ ３６ ０℃ ꎬ ≥１０ ０℃ 的积温为 ６ ８２０℃ ꎬ 年降水量为 １ １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ｍꎬ 年蒸发量为 １ ７０８ ４ ｍｍꎬ 无霜期为 ３２７ ｄꎬ 日照时数为 １ ５８２ ~ １ ７５０ ｈꎮ
１ ２　 试验设计

优化施肥试验设置不施肥的对照 (ＣＫ)、 优化施肥氮磷钾肥 (ＮＰＫ１)、 习惯施肥氮磷钾肥

(ＮＰＫ２)、 化学氮磷钾加有机肥 (ＮＰＫ ＋ Ｍ) ４ 个处理ꎬ 试验小区面积 ３３ ３ ｍ２ꎮ 其中ꎬ 氮肥用尿

素 (含 Ｎ ４６％ )ꎬ 磷肥用过磷酸钙 (含 Ｐ２Ｏ５ １２ ５％ )ꎬ 钾肥用氯化钾 (含 Ｋ２Ｏ ６０％ )ꎬ 有机肥用

农家堆沤粪肥 (平均含 Ｎ ７ １％ 、 Ｐ２Ｏ５ ２ ５％ 、 Ｋ２Ｏ ５ ６％ ꎬ 其中有机氮占总氮的 ７０％ )ꎮ 施肥处

理均为同化肥量施入ꎬ 不考虑有机肥和蔗叶中的氮、 磷、 钾投入ꎮ 施用肥料用量详见表 １ꎮ 试验

种植甘蔗ꎬ 所有肥料中基肥施用量占总施肥量的 １０％ ꎬ 追肥施用二次肥料量占总施肥的 ９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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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甘蔗施肥试验的不同肥料处理及用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尿素 Ｕｒｅａ (Ｎ)
(ｋｇ / ｈｍ２ )

过磷酸钙 ＳＳＰ (Ｐ２ Ｏ５ )
(ｋｇ / ｈｍ２ )

氯化钾 ＭＯＡ (Ｋ２ Ｏ)
(ｋｇ / ｈｍ２ )

有机肥 Ｏ Ｍ (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ＣＫ ０ ０ ０ ０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７６ ９０ ２２５ ０

习惯施肥 ＮＰＫ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１５ ３ ５１９ ５４０ ０

ＮＰＫ ＋ Ｍ ２７６ ９０ ２２５ ４ ５００

肥料利用率的试验处理设置如下:
氮肥用量试验: Ｎ０ＰＫꎬ Ｎ１ＰＫꎬ Ｎ２ＰＫꎬ Ｎ３ＰＫꎬ Ｎ４ＰＫꎬ 不施肥 ＣＫꎻ 其中ꎬ Ｐ ＝ Ｐ２Ｏ５ ９０ꎬ Ｋ ＝

Ｋ２Ｏ ２２５ꎬ Ｎ０ ＝ Ｎ ０ꎬ Ｎ１ ＝ Ｎ １１２ ５ꎬ Ｎ２ ＝ Ｎ ２２５ꎬ Ｎ３ ＝ Ｎ ４５０ꎬ Ｎ４ ＝ Ｎ ９００ꎮ
磷肥用量试验: ＮＰ０Ｋꎬ ＮＰ１Ｋꎬ ＮＰ２Ｋꎬ ＮＰ３Ｋꎬ ＮＰ４Ｋꎬ 不施肥 ＣＫꎻ 其中ꎬ Ｎ ＝ Ｎ ２７６ꎬ Ｋ ＝

Ｋ２Ｏ ２２５ꎬ Ｐ０ ＝ Ｐ２Ｏ５ ０ꎬ Ｐ１ ＝ Ｐ２Ｏ５ ７５ꎬ Ｐ２ ＝ Ｐ２Ｏ５ ９０ꎬ Ｐ３ ＝ Ｐ２Ｏ５ １２５ꎬ Ｐ４ ＝ Ｐ２Ｏ５ １５０ꎮ
钾肥用量试验: ＮＰＫ０ꎬ ＮＰＫ１ꎬ ＮＰＫ２ꎬ ＮＰＫ３ꎬ ＮＰＫ４ꎬ 不施肥 ＣＫꎻ 其中ꎬ Ｎ ＝ Ｎ ２７６ꎬ Ｐ ＝

Ｐ２Ｏ５ ９０ꎬ Ｋ０ ＝ Ｋ２Ｏ ０ꎬ Ｋ１ ＝ Ｋ２Ｏ １１２ ５ꎬ Ｋ２ ＝ Ｋ２Ｏ ２２５ꎬ Ｋ３ ＝ Ｋ２Ｏ ４５０ꎬ Ｋ３ ＝ Ｋ２Ｏ ９００ꎮ
肥料品种: 氮肥选用尿素ꎬ 磷肥选用钙镁磷肥ꎬ 钾肥选用氯化钾ꎮ 氮肥和钾肥分 ３ 次施用ꎬ

苗肥占 ２０％ ꎬ 分蘖肥占 ３０％ ꎬ 伸长肥占 ５０％ ꎬ 磷肥分 ２ 次施用ꎬ 基肥和伸长肥各占 １ / ２ꎮ 田间

试验同时设有无灌溉条件和有灌溉试验ꎮ
１ ３　 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土壤样品于甘蔗种植前采集ꎬ 每个处理小区按 “之” 字形用土钻随机取 ０ ~ ２０ ｃｍ 的土壤 ５
个ꎬ 混合均匀ꎬ 室内自然风干后过 １ ｍｍ 筛备用ꎮ 土壤氮磷钾养分、 ｐＨ、 土壤交换性酸、 交换性

铝、 阳离子交换量、 盐基总量、 盐基饱和度的分析方法参照鲍土旦法[２３]进行 (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施肥处理蔗区试验前土壤理化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Ｈ

有机质
Ｏ Ｍ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全磷
Ｔｏｔａｌ Ｐ
(ｇ / ｋｇ)

全钾
Ｔｏｔａｌ Ｋ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ｚｅｄ Ｎ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试验前 ４ ７５ ２３ ３２ １ ４１ ０ ４６ １０ １４ １１４ ０ ２ ６１ ７１ 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甘蔗对氮磷钾养分吸收规律

２ １ １　 甘蔗吸收氮养分规律

２ １ １ １　 甘蔗对氮素的吸收

根据田间试验结果的统计ꎬ 甘蔗的叶和茎的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和成熟期叶片含氮量在

０ ９５％~ ２ ３０％ (表 ３)ꎬ 茎含氮量在 ０ ４０％~ ２ １０％ (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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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甘蔗生长各时期叶的含氮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生育期
Ｓｔａｇｅ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拔节期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伸长期
Ｅｘｔｅｎｄ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收获期
Ｈａｒｖｅｓｔ

部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叶 Ｌｅａｆ

Ｎ (ｇ / ｋｇ) 数据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１３

最大 Ｍａｘ ２０ ６９ １３ １９ ２２ ９８ ２５ ２１ １５ ５７ １５ ３６
最小 Ｍｉｎ １１ ５３ ９ ２９ １０ ８７ ６ １７ １３ ９２ １ ８９
平均 Ｍｅａｎ １７ ８１ １１ ４１ １６ ５８ １３ １９ １４ ６８ ９ ４８

标准差 Ｓ Ｄ １ ８５４ １ ２１ ３ ７５ ３ ７０ ０ ６１ ２ ８８
变异系数 Ｃ Ｖ １０ ４１ １０ ６３ ２２ ６０ ２８ ０８ ４ １６ ３０ ４２

表 ４　 甘蔗生长各时期茎的含氮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生育期
Ｓｔａｇｅ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拔节期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伸长期
Ｅｘｔｅｎｄ

收获期
Ｈａｒｖｅｓｔ

部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茎 Ｓｔｅｍ

Ｎ (ｇ / ｋｇ) 数据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２４

２０ ６９ １１ ９８ ７ ５６ ７ ７６ ２９ ９０
最大 Ｍａｘ １１ ５３ １ ７５ ４ ０１ ２ ７５ １ ４５
最小 Ｍｉｎ １７ ８１ ８ ０５ ５ ２３ ４ ７５ ６ ７７
平均 Ｍｅａｎ １ ８５４ ２ ５９ ０ ６０ １ ０３ ６ １１

标准差 Ｓ Ｄ １０ ４１ ３２ １３ １１ ４４ ２１ ７２ ９０ ３０

２ １ １ ２　 甘蔗不同生育期需氮量变化

不施肥的处理 (ＣＫ)ꎬ 甘蔗的含氮量 ０ ５５％~ １ ７５％ ꎬ 苗期最高为 １ ７５％ ꎬ 随甘蔗生长量的

增加ꎬ 养分在植株体内的稀释效应明显ꎬ 甘蔗成熟期含氮量仅为 ０ ５５％ ꎮ 优化施肥施肥处理

(ＮＰＫ１)ꎬ 甘蔗的含氮量 ０ ５３％~ １ ８０％ ꎬ 苗期最高为 １ ８０％ ꎬ 随甘蔗生长量的增加ꎬ 养分在植

株体内的稀释效应明显ꎬ 甘蔗成熟期含氮量仅为 ０ ５３％ ꎮ
２ １ １ ３　 氮素的吸收

甘蔗 各 个 生 育 阶 段 对 氮 的 吸 收 强 度ꎬ 苗 期 初 甘 蔗 对 氮 ( Ｎ ) 的 吸 收 强 度 １５９ ~
２２９ ５ ｇ / (ｈｍ２ｄ)ꎬ 从苗期到伸长初期ꎬ 随着甘蔗生长量的增加ꎬ 甘蔗对氮的吸收强度有吸收

高峰ꎬ 甘蔗对氮的吸收强度以伸长初期 (６ 月中旬) 为最高 ７９０ ５ ~ １ ４２５ ０ ｇ / (ｈｍ２ｄ)ꎬ 同时ꎬ
也随施肥处理的不同甘蔗对氮的吸收强度较大的差异ꎬ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处理伸长初期甘蔗对

氮的吸收强度 １ ４２５ ０ ｇ / (ｈｍ２ｄ)ꎬ 成熟期甘蔗对氮的吸收强度逐渐降低至 １８１ ５ ｇ / (ｈｍ２ｄ)ꎮ
而对照 (ＣＫ) 处理在伸长初期甘蔗对氮的吸收强度 ７９９ ５ ｇ / (ｈｍ２ ｄ)ꎻ 从伸长中期到成熟期ꎬ
甘蔗对氮的吸收强度逐渐降低至 １９５ ０ ~ ３１９ ５ ｇ / (ｈｍ２ｄ)ꎮ
２ １ １ ４　 甘蔗各个生育阶段对氮的吸收氮量

甘蔗对氮 (Ｎ) 的吸收量ꎬ 以分蘖期、 伸长初期和伸长末期是甘蔗生长吸收氮最多的时期ꎬ
甘蔗在各生育阶段吸收氮的比例ꎬ 以优化施肥 ( ＮＰＫ１) 处理为例ꎬ 苗期占 ７ ９％ ꎬ 分蘖期占

１６ １％ ꎬ 伸长初期占 ３１ ０％ ꎬ 伸长末期占 ３５ ３％ ꎬ 成熟期占 ９ ７％ ꎮ
甘蔗高产 (每公顷产量 １５０ ｔ 以上) 施肥研究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 甘蔗生长前 ５０ ｄ 吸氮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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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００ ｇ / ｈｍ２ꎬ ５０ ~ １００ ｄ 吸氮量 １１ ４７５ ｇ / ｈｍ２ꎬ １００ ~ １５０ ｄ 吸氮量 ３９ ３７５ ｇ / ｈｍ２ꎬ １５０ ~ ２００ ｄ 吸

氮量 ７１ ２５０ ｇ / ｈｍ２ꎬ ２００ ~ ２５０ ｄ 吸氮量 ５９２５０ ｇ / ｈｍ２ꎬ ２５０ ~ ３００ ｄ 吸氮量约为 ３３ ７５０ ｇ / ｈｍ２ꎬ
３００ ~ ３５０ ｄ 吸氮量 ９ ０７５ ｇ / ｈｍ２ꎬ 累计甘蔗吸氮量 ２３１ ６７５ ｇ / ｈｍ２ꎮ

表 ５　 甘蔗不同生长阶段吸氮磷钾量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ꎬ Ｐꎬ Ｋ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甘蔗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相对生长阶段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ｓ (ｄ)

０ ~
５０

５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５０

１５０ ~
２００

２００ ~
２５０

２５０ ~
３００

３００ ~
３５０

吸收量 (ｇ / ｈｍ２ )

株数
Ｐｌａｎｔ

( / ｈｍ２ )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７ ５００ １１ ４７５ ３９ ３７５ ７１ ２５０ ５９ ２５０ ３３ ７５０ ９ ０７５
Ｐ２ Ｏ５ １ １２５ ３ ０１５ ９ ９７５ １８ ７５０ １２ ５２５ ３ ０７５ ２ ２５ ９４ ８００ ２０１ ９４５
Ｋ２ Ｏ ３ ９７５ ８ ０２５ ３０ ５２５ １０８ ９７５ ３７ ５４５ １２ ５２５ ９ ９７５

２ １ ２　 甘蔗吸收磷养分规律

２ １ ２ １　 甘蔗对磷素的吸收

甘蔗的含磷的变化也有同样的规律ꎬ 苗期含磷最高为 ０ ４２％ ꎬ 成熟期含磷量降至 ０ １８％ ꎮ
优化施肥处理 (ＮＰＫ１) 甘蔗的含磷的变化也有同样的规律ꎬ 苗期含磷最高为 ０ ４１％ ꎬ 成熟期降

至 ０ １７％ ꎮ 甘蔗叶磷养分含量ꎬ 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和成熟期在 ０ １２％ ~ ０ ２１％ (表 ６)ꎻ 甘

蔗的茎含磷量ꎬ 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和成熟期在 ０ ０５％~ ０ ２８％ (表 ７)ꎮ

表 ６　 甘蔗生长各时期叶的含磷量

Ｔａｂｌｅ ６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ｆ 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生育期
Ｓｔａｇｅ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拔节期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伸长期
Ｅｘｔｅｎｄ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收获期
Ｈａｒｖｅｓｔ

部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叶 Ｌｅａｆ

Ｐ (ｋ / ｋｇ) 数据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２４

２ ７２ １ ７２ ３ ８４ ２ ８９ １ ５９ ２ ０６
最大 Ｍａｘ １ ４１ １ ２４ １ １２ １ ０３ １ ４２ ０ ４８
最小 Ｍｉｎ ２ １０ １ ４４ １ ９８ １ ７０ １ ５１ １ ２２
平均 Ｍｅａｎ ０ ３４５ ０ １３ ０ ８５ ０ ５４ ０ ０７ ０ ３５

标准差 Ｓ Ｄ １６ ４２ ９ １９ ４３ １１ ３１ ７６ ４ ３７ ２８ ４２

２ １ ２ ２　 甘蔗各个生育阶段对磷的吸收强度

苗期初甘蔗对磷的吸收强度 ３０ ０ ~ ６０ ０ ｇ / (ｈｍ２ｄ)ꎬ 从苗期到伸长初期ꎬ 随着甘蔗生长量

的增加ꎬ 甘蔗对磷的吸收强度有吸收高峰ꎬ ＮＫ 处理 (缺磷处理) 则提前 １５ ~ ２０ ｄꎬ 此时甘蔗对

磷的吸收强度为 ２５９ ５ ｇ / (ｈｍ２ｄ)ꎻ 其他的施肥处理甘蔗对磷的吸收强度以伸长初期 (６ 月中

旬) 为最高 １９９ ５ ~ ３７５ ０ ｇ / (ｈｍ２ｄ)ꎬ 同时ꎬ 也随施肥处理的不同甘蔗对磷的吸收强度较大的

差异ꎬ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处理伸长初期甘蔗对磷的吸收强度 ３７５ ０ ｇ / (ｈｍ２ ｄ)ꎬ 而对照 (ＣＫ)
处理在伸长初期甘蔗对磷的吸收强度 ２５０ ５ ｇ / (ｈｍ２ｄ)ꎬ ＮＰ 处理在伸长初期甘蔗对磷的吸收强

度最低仅 １９９ ５ ｇ / (ｈｍ２ｄ)ꎻ 从伸长中期到成熟期ꎬ 甘蔗对磷的吸收强度逐渐降低至 ４ ５ ~ ７０ ５
ｇ / (ｈｍ２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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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甘蔗生长各时期茎的含磷量

Ｔａｂｌｅ ７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ｍ 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生育期
Ｓｔａｇｅ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拔节期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伸长期
Ｅｘｔｅｎｄ

收获期
Ｈａｒｖｅｓｔ

部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茎 Ｓｔｅｍ

Ｐ (ｇ / ｋｇ) 数据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２４

２ ７２ ２ ４４ ０ ９６ ０ ８３ ４ ９４

最大 Ｍａｘ １ ４１ ０ ９５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０

最小 Ｍｉｎ ２ １０ １ ３２ ０ ５９ ０ ５２ ０ ７６

平均 Ｍｅａｎ ０ ３４５ ０ ３６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８３

标准差 Ｓ Ｄ １６ ４２ ２７ ２８ ８ ５３ １７ ７２ １０８ ２２

２ １ ２ ３　 甘蔗各个生育阶段对磷的吸收量

甘蔗对磷的吸收量ꎬ 以分蘖期、 伸长初期和伸长末期是甘蔗生长吸收磷最多的时期ꎬ 甘蔗在

各生育阶段吸收磷的比例ꎬ 以优化施肥处理 ( ＮＰＫ１) 为例ꎬ 苗期占 ７ １％ ꎬ 分蘖期占 １８ ５％ ꎬ
伸长初期占 ３１ ６％ ꎬ 伸长末期占 ３６ ７％ ꎬ 成熟期占 ６ ０％ ꎮ

甘蔗高产施肥研究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 生长阶段前 ５０ ｄ 吸磷量约 １ １２５ ｇ / ｈｍ２ꎬ ５０ ~ １００ ｄ 吸磷

量 ３ ０１５ ｇ / ｈｍ２ꎬ １００ ~ １５０ ｄ 吸磷量 ９ ９７５ ｇ / ｈｍ２ꎬ １５０ ~ ２００ ｄ 吸磷量 １８ ７５０ ｇ / ｈｍ２ꎬ ２００ ~ ２５０ ｄ
吸磷量 １２ ５２５ ｇ / ｈｍ２ꎬ ２５０ ~ ３００ ｄ 吸磷量约 ３ ０７５ ｇ / ｈｍ２ꎬ ３００ ~ ３５０ ｄ 吸磷量 ２２５ ｇ / ｈｍ２ꎬ 累计甘

蔗吸磷量 ４８ ６９０ ｇ / ｈｍ２ꎮ
２ １ ３　 甘蔗吸收钾养分规律

２ １ ３ １　 甘蔗对钾素的吸收

甘蔗茎含钾的变化也有同样的规律ꎬ 苗期含钾为最高是 １ ５０％ ꎬ 甘蔗成熟期含钾量降至

０ ７５％ ꎮ 甘蔗叶和茎的钾养分含量ꎬ 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和成熟期叶片在 ０ ５５％~ ３ ６０％ (表

８)ꎻ 茎含钾量在 ０ ４０％~ ２ ３０％ (表 ９)ꎮ

表 ８　 甘蔗生长各时期叶的含钾量

Ｔａｂｌｅ ８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ｆ ｉ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生育期
Ｓｔａｇｅ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拔节期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伸长期
Ｅｘｔｅｎｄ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收获期
Ｈａｒｖｅｓｔ

部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叶 Ｌｅａｆ

Ｋ (ｇ / ｋｇ) 数据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２４

２０ ６５ １９ ５１ ２２ ６６ ３６ ６７ １８ ０５ １９ ３４

最大 Ｍａｘ ６ ５３ ３ ５５ ５ ０４ ３ ０２ １５ ９６ ３ ２３

最小 Ｍｉｎ １２ ２５ １３ ２４ １５ ０９ １６ ０８ １７ ００ １１ ８４

平均 Ｍｅａｎ ４ ３１ ３ ６７ ４ ７２ ８ ４１ ０ ７９ ３ ５７

标准差 Ｓ Ｄ ３５ １７ ２７ ７４ ３１ ３０ ５２ ３１ ４ ６３ ３０ １１

２ １ ３ ２　 甘蔗各个生育阶段对钾的吸收强度及吸钾量

苗期之初甘蔗对钾的吸收强度 ７９ ５ ~ １６０ ５ ｇ / (ｈｍ２ ｄ)ꎬ 从苗期到伸长初期ꎬ 随着甘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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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量的增加ꎬ 甘蔗对钾的吸收强度有明显的吸收高峰ꎬ 以伸长初期 (６ 月中旬) 为最高 ６１０ ５ ~
２ １７９ ５ ｇ / (ｈｍ２  ｄ)ꎬ 随施肥处理的不同ꎬ 甘蔗对钾的吸收强度有较大的差异ꎬ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处理伸长初期甘蔗对钾的吸收强度 ２ １７９ ５ ｇ / (ｈｍ２ ｄ)ꎬ 而对照 (ＣＫ) 处理在伸长初

期甘蔗对钾的吸收强度 ７５０ ０ ｇ / ( ｈｍ２ ｄ)ꎬ 最低的是缺钾处理 ( ＮＰ) 甘蔗对钾的吸收强度仅

６１０ ５ ｇ / ( ｈｍ２  ｄ )ꎻ 从伸长中期到成熟期ꎬ 甘蔗对钾的吸收强度逐渐降低至 １９９ ５ ~
２５０ ５ ｇ / (ｈｍ２ｄ)ꎮ

表 ９　 甘蔗生长各时期茎的含钾量

Ｔａｂｌｅ ９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ｅｍ ｉ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生育期
Ｓｔａｇｅ

苗期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分蘖期
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拔节期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伸长期
Ｅｘｔｅｎｄ

收获期
Ｈａｒｖｅｓｔ

部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茎 Ｓｔｅｍ

Ｋ (ｇ / ｋｇ) 数据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１ ３０ １６ ３８ １３５

２０ ６５ ２６ ９４ １５ ３３ １１ ７４ ４４ ０３

最大 Ｍａｘ ６ ５３ ５ ３６ ４ ３０ １ ２３ ０ ４１

最小 Ｍｉｎ １２ ２５ １４ １６ １０ ９６ ５ ５５ ９ ２３

平均 Ｍｅａｎ ４ ３１ ５ ６７ ２ ９８ ２ ６９ １０ ６３

标准差 Ｓ Ｄ ３５ １７ ４０ ０８ ２７ １６ ４８ ５５ １１５ １１

２ １ ３ ３　 甘蔗各个生育阶段对钾的吸收强度及吸钾量

甘蔗对钾的吸收量ꎬ 以分蘖期、 伸长初期和伸长末期是甘蔗生长吸收钾最多的时期ꎬ 甘蔗在

各生育阶段吸收钾的比例ꎬ 以优化施肥 ( ＮＰＫ１) 处理为例ꎬ 苗期占 ４ ２％ ꎬ 分蘖期占 １３ ７％ ꎬ
伸长初期占 ３２ ８％ ꎬ 伸长末期占 ４１ ２％ ꎬ 成熟期占 ８ １％ ꎮ

甘蔗高产施肥研究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 生长阶段前 ５０ ｄ 吸钾量约为 ３ ９７５ ｇ / ｈｍ２ꎬ ５０ ~ １００ ｄ 吸

钾量 ８ ０２５ ｇ / ｈｍ２ꎬ １００ ~ １５０ ｄ 吸钾量 ３０ ５２５ ｇ / ｈｍ２ꎬ １５０ ~ ２００ ｄ 吸钾量 １０８ ９７５ ｇ / ｈｍ２ꎬ ２００ ~
２５０ ｄ 吸钾量 ３７ ５４５ ｇ / ｈｍ２ꎬ ２５０ ~ ３００ ｄ 吸钾量约为 １２ ５２５ ｇ / ｈｍ２ꎬ ３００ ~ ３５０ ｄ 吸钾量 ９ ９７５ ｇ /
ｈｍ２ꎬ 累计甘蔗吸钾量 ２１１ ５４５ ｇ / ｈｍ２ꎮ
２ ２　 甘蔗施肥的肥料利用率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ꎬ 不同灌溉条件影响甘蔗对氮、 磷、 钾养分的利用率ꎬ 无灌溉条件下甘蔗

对氮、 磷、 钾养分的利用率分别为 ３１ ４６％ 、 １０ １９％ 、 ２７ ３４％ ꎮ 采用喷灌、 微喷灌和滴灌等方

式时氮、 磷、 钾养分的利用率分别为 ４２ ３３％ ~ ５１ ３２％ 、 ２４ ３３％ ~ ３０ ２１％ 、 ４１ ３６％ ~ ５２ １１％
(表 １０)ꎮ

表 １０　 不同灌溉条件下甘蔗施肥的肥料利用率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灌溉条件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喷灌 Ｓｐｒａｙ
(％ )

微喷 Ｍｉｒｏ￣ｓｐｒａｙ
(％ )

滴灌 Ｄｒｏｐ
(％ )

无灌溉 Ｎｏ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 )

氮肥利用率 ＮＵＥ ４２ ３３ ５０ ３９ ５１ ３２ ３１ ４６

磷肥利用率 ＰＵＥ ２４ ３３ ２９ ４１ ３０ ２１ １０ １９

钾肥利用率 ＫＵＥ ４１ ３７ ５１ ６４ ５２ １１ ２７ ３４

优化施肥处理甘蔗对氮、 磷、 钾肥料利用率分别为 ４２ ３３％ 、 ２３ ７１％ 和 ４３ １４％ ꎬ 与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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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 磷、 钾加有机肥 (ＮＰＫ ＋ Ｍ) 处理差异不大ꎬ 明显高于习惯施肥施肥 ( ＮＰＫ２) 处理 (表

１１)ꎮ

表 １１　 不同甘蔗施肥处理的肥料利用率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施肥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

习惯施肥 (ＮＰＫ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

化肥氮磷钾加有机肥
(ＮＰＫ ＋ ＯＭ) (％ )

氮肥利用率 ＮＵＥ ４２ ３３ ３５ ２３ ４２ ７２
磷肥利用率 ＰＵＥ ２３ ７１ １２ ０１ ２７ １１
钾肥利用率 ＫＵＥ ４３ １４ ３１ １４ ４２ ９１

２ ３　 不同施肥对甘蔗产量及品质影响

甘蔗产量低于 ４０ ｔ / ｈｍ２ 时施肥增产效果显著ꎬ 每公顷产量 ９８ ~ １０３ ｔꎬ 较不施肥增产

１４９ ０％~ １６１ ７％ ꎮ 采用优化施肥还能提高甘蔗糖分 (表 １２)ꎮ

表 １２　 不同施肥处理中甘蔗产量及质量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不施肥 (ＣＫ)
Ｎ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习惯施肥
(ＮＰＫ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化肥氮磷钾加
有机肥

(ＮＰＫ ＋ ＯＭ)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３９ ４１５ ０ １０１ ８２０ ０ ９８ １２４ ０ １０３ １４５ ０
增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ｋｇ / ｈｍ２ ) ６２ ４０５ ５８ ７０９ ６３ ７３０

增产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 １５８ ３ １４９ ０ １６１ ７
蔗糖 Ｓｕｃｒｏｓｅ (％ ) １５ ６１ １６ ７４ １５ ７７ １６ ４４

３　 讨论与结论

广西甘蔗的栽培面积及蔗糖产量居全国首位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榨季ꎬ 广西甘蔗的种植面积达 １０８
万公顷ꎬ 甘蔗产量达 ７ ５００ ０ 万吨ꎬ 产糖 ７９１ ５ 万吨ꎬ 占全国食糖总产的 ６０ ５７％ [２１] ꎮ 但在过去

相当长一个时期里ꎬ 生产者以追求产量为主要目标ꎬ 长期盲目地以化肥为主要肥源ꎬ 缺乏维护蔗

区土壤肥力意识ꎬ 习惯施肥已导致蔗区土壤肥力下降ꎬ 甘蔗总产与产糖量从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榨季开

始至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榨季连续 ３ 年下降[２１] ꎮ 究其原因ꎬ 除种植面积稍减之外ꎬ 蔗区施肥养分不平

衡ꎬ 肥料利用率低亦是导致甘蔗产量下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ꎮ 然而ꎬ 由于以往缺乏对甘蔗生产能

力和甘蔗吸收养分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ꎬ 至今仍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撑ꎬ 为此ꎬ 本文针对不

同施肥条件下甘蔗生产能力和甘蔗吸收养分的规律ꎬ 旨在构建蔗区优质高产的施肥技术体系ꎬ 为

实现广西甘蔗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理论依据ꎮ
甘蔗在各生育阶段吸收氮的比例ꎬ 以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处理为例ꎬ 苗期占 ７ ９％ ꎬ 分蘖期

占 １６ １％ ꎬ 伸长初期占 ３１ ０％ ꎬ 伸长末期占 ３５ ３％ ꎬ 成熟期占 ９ ７％ ꎻ 吸收磷的比例ꎬ 苗期占

７ １％ ꎬ 分蘖期占 １８ ５％ ꎬ 伸长初期占 ３１ ６％ ꎬ 伸长末期占 ３６ ７％ ꎬ 成熟期占 ６ ０％ ꎻ 吸收钾的

比例ꎬ 苗期占 ４ ２％ ꎬ 分蘖期占 １３ ７％ ꎬ 伸长初期占 ３２ ８％ ꎬ 伸长末期占 ４１ ２％ ꎬ 成熟期

占 ８ １％ ꎮ
甘蔗各个生育阶段对养分的吸收ꎬ 从苗期到伸长初期ꎬ 随着甘蔗生长量的增加ꎬ 甘蔗对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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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钾的吸收强度有吸收高峰ꎬ 如甘蔗对氮、 磷和钾的吸收强度以伸长初期 (６ 月中旬) 分别为

７９０ ５ ~ １ ４２５ ０ ｇ / (ｈｍ２ ｄ)、 １９９ ５ ~ ３７５ ０ ｇ / (ｈｍ２ ｄ) 和 ６１０ ５ ~ ２ １７９ ５ ｇ / (ｈｍ２ ｄ)ꎬ 同

时ꎬ 也随施肥处理的不同甘蔗对氮、 磷、 钾的吸收强度较大的差异ꎬ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处理伸

长初期甘蔗对氮、 磷、 钾的吸收强度分别为 １ ４２５ ０ ｇ / (ｈｍ２ｄ)、 ３７５ ０ ｇ / (ｈｍ２ｄ) 和 ２ １７９ ５
ｇ / (ｈｍ２ｄ)ꎬ 成熟期甘蔗对氮、 磷、 钾的吸收强度逐渐降低ꎮ 而对照 (ＣＫ) 处理在伸长初期甘

蔗对氮的吸收强度为 ７９９ ５ ｇ / (ｈｍ２ ｄ)ꎻ 从伸长中期到成熟期ꎬ 甘蔗对氮的吸收强度逐渐降低

至 １９５ ０ ~ ３１９ ５ ｇ / (ｈｍ２ｄ)ꎮ
甘蔗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受土壤养分含量、 湿度、 通气状况、 有机质含量及甘蔗品种等因素的

影响[６] ꎮ 本文分析结果显示ꎬ 优化施肥 (ＮＰＫ１) 处理极显著地提高了甘蔗产量和含糖量ꎮ 由于

本文所有试验点分布于不同蔗区ꎬ 气候条件相近ꎬ 耕作管理一致ꎬ 栽培品种相同ꎬ 不同施肥处理

影响甘蔗对养分吸收量ꎬ 进而影响甘蔗产量ꎮ
基于田间试验结果ꎬ 目标产量 ７５ ~ １００ ｔ / ｈｍ２ꎬ 甘蔗推荐施氮肥量 Ｎ ２７０ ~ ３１５ ｋｇ / 亩ꎬ 施磷

肥量 Ｐ２Ｏ５ ７５ ~ ９０ ｋｇ / 亩ꎬ 施钾肥量 Ｋ２Ｏ ２２５ ~ ２７０ ｋｇ / 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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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１９６９ꎬ １ (４): ３０１￣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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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ＶＡＮ ＨＡＮＮＥＮ Ｅ Ｊꎬ ＺＷＡＲＴ Ｇꎬ ＶＡＮ ＡＧＴＥＲＶＥＬＤ Ｍ Ｐ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ｕｋａｒｙｏｔ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ｓｓ 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ｉｒｕｓ [ 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９ꎬ ６５ (２): ７９５￣８０１

[１８] 韦小蕾  广西甘蔗产业化现状研究 [Ｊ]. 中国市场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６: ４４￣４６
[１９] 李学垣  土壤化学 [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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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豆化肥减施增效的策略∗

魏　 丹∗∗ꎬ 李玉梅ꎬ 王　 伟ꎬ 金　 梁ꎬ 蔡姗姗ꎬ 李　 艳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ꎬ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６)

摘　 要: 本文立足于当前化肥减施增效的战略需求ꎬ 解析国内外大豆施肥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ꎮ
重点针对东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 大豆产区气候特点、 农田大豆土壤地力评价结果、 大豆产量水平

状况以及生产栽培特点进行阐述ꎮ 提出土肥、 栽培、 生物、 农机和农艺的集成与创新技术ꎬ 构建化肥减施增效

与高效利用的技术方法体系的策略ꎬ 为实现大豆生产提质、 节本、 增效提出减施化肥的科学路径ꎮ
关键词: 东北地区ꎻ 减肥增效ꎻ 大豆ꎻ 养分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ｅｉ Ｄａｎ∗∗ꎬ Ｌｉ Ｙｕｍｅｉꎬ Ｗａｎｇ Ｗｅｉꎬ Ｊｉｎ Ｌｉａｎｇꎬ Ｃａｉ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ꎬ Ｌｉ Ｙａ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８６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Ｊｉｌｉｎꎬ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ꎬ ｔｈ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ꎬ ｂｕｉｌｄ 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ｏｒ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ꎻ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ｙｉｅｌｄꎻ Ｓｏｙｂｅａｎ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东北作为我国大豆主产区ꎬ 播种面积占全国的 ５５％ 以上ꎬ 东北大豆播种面积的波动直接影

响到全国大豆的走势ꎮ 东北高油大豆优势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松嫩辽平原和三江平原ꎬ 兼用

大豆优势区主要分布在东北中南部区域 (吉林、 沈阳、 内蒙古)ꎮ 在各个大豆产区中ꎬ 以黑龙江

省的大豆生产能力最强[１] ꎮ 东北化肥用量在全国属较低水平ꎻ 黑龙江 １９９４—２０１４ 年 ２０ 年间粮食

产量增加 ２ ４ 倍ꎬ 化肥增加 ５ 倍ꎮ 玉米面积增加了 １０６％ ꎬ 水稻增加 ６９ ９％ ꎬ 大豆下降 ２８ ８％ ꎮ
东北地区大豆以多年连作ꎬ 大量施用氮、 磷化肥而较少施用有机肥为主ꎬ 基本不施根瘤菌剂和进

行秸秆还田[２] ꎮ 这样的耕作施肥制度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 耕层结构破坏、 养分失调及大

豆根部病虫害加重ꎬ 严重抑制了根瘤共生固氮优势的发挥ꎬ 造成该地区大豆生产成本偏高、 产量

下降、 比较效益低、 种植效益差的现状ꎮ 同时大量化肥的使用ꎬ 一定程度上造成农业环境的面源

污染[３￣５] ꎮ
本文在分析东北产区大豆生产现状的基础上ꎬ 通过结合比对国内外大豆养分管理措施ꎬ 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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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金项目: 农业部大豆产业体系 (ＣＡＲＳ － ０４ － ０１Ａ)ꎻ 农业部行业专项 (２０１３０３１２６)
∗∗第一作者: 魏丹ꎬ 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植物营养和土壤肥力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ｗｄ２０８７＠ １６３. ｃｏｍ



来东北大豆产区减肥增效技术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展望ꎬ 提出了减肥调控的机制方法ꎬ 以期为该种

模式下施肥技术的优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ꎮ

１　 东北大豆生产现状

１ １　 东北大豆播种面积走势

由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年我国各大豆产区所占比重可以看出 (图 １)ꎬ 东北大豆生产占全国的比重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９ ３％ 扩大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５ ７％ ꎻ 黄淮海地区大豆播种面积持续减少ꎬ 比重从 １９７８ 年

的 ４３ ９％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９ ７％ ꎻ 南方地区大豆播种面积略有下降ꎬ 所占比重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６ ８％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４ ６％ ꎬ 但总体变化不大ꎬ 基本维持在 １５％ 上下ꎮ

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年中国各大豆产区播种面积所占比例

Ｆｉｇ １　 Ｓ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０

１ ２　 大豆平均产量及各产区所占全国产量比重

东北大豆产量年平均为 ８２２ ８ 万吨ꎬ 占全国的 ５４ ３％ ꎻ 黑龙江为 ５６９ ０ 万吨ꎬ 占全国的

３７ ６％ ꎻ 吉林为 ４１ ５ 万吨ꎬ 占全国的 ２ ７％ ꎻ 辽宁为 １１２ ８ 万吨ꎬ 占全国的 ７ ５％ ꎻ 内蒙古为

９９ ４ 万吨ꎬ 占全国的 ６ ６％ (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国大豆平均产量及各产区产量所占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吉林
Ｊｉｌｉｎ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东北三省一区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中国
Ｃｈｉｎａ

大豆产量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万
吨)

５６９ ０ ９９ ４ ４１ ５ １１２ ８ ８２２ ８ １ ５１４ ２

占全国大豆产量比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ａｒｅ (％ ) ３７ ６ ６ ６ ２ ７ ７ ５ ５４ ３ １００

１ 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东北大豆主产区单产状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 １０ 年间全国大豆单产平均为 １ ７０５ 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东北地区大豆单产平均为

１ ９５２ ６３ ｋｇ / ｈｍ２ꎬ 较全国大豆单产水平高 １４ ４９％ ꎻ 黑龙江大豆单产平均为 １ ６２０ ５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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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全国平均单产低 ４ ９８％ ꎻ 吉林大豆平均单产为 ２ ４３５ 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较全国大豆平均单产高

４２ ７７％ ꎻ 辽宁大豆平均单产为 ２ ２６３ ９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较全国平均高 ３２ ７４％ ꎻ 内蒙古大豆平均单产

为 １ ４９０ ９３ ｋｇ / ｈｍ２ꎬ 较全国大豆平均单产低 １２ ５８％ (图 ２)ꎮ

图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东北大豆单产状况

Ｆｉｇ ２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ｙｉｅｌｄｓꎬ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

１ ４　 东北大豆生产问题与增产潜力

影响东北大豆单产的主要问题: 连作造成土壤养分偏耗ꎬ 土传病害严重ꎬ 光合作用下降ꎻ 土

壤退化造成地力下降ꎻ 降雨不均衡ꎬ 花雨不遇ꎻ 施肥不合理ꎮ
东北大豆生产潜力 (图 ３): 大豆产量徘徊在 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大豆最大光温生产潜力

为 ７ ４７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最 低 值 １ ０６４ ｋｇ / ｈｍ２ ( ７０ ~ ５００ ｋｇ / 亩 )ꎻ 大 豆 光 合 生 产 潜 力 最 高 值

７ ０６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最低值 ６ １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４０７ ~ ４７０ ｋｇ / 亩)ꎮ 从气候生产潜力看ꎬ 目前东北三省大豆

平均单产 １ ８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目前实际产量为 １２５ ｋｇ / 亩)ꎬ 是现在气候生产潜力的 ４２％ [６] ꎮ
东北大豆增产的制约因子: 在大豆连作 (轮作) 条件下肥料的施用ꎬ 西北的干旱 (水肥高

效利用)ꎬ 黄淮地区秸秆免耕 (免耕秸秆利用)ꎬ 间套种结构复杂 (合理密植)ꎮ

图 ３　 东北大豆生产潜力

Ｆｉｇ 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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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内外大豆施肥现状对比 (表 ２)

近年来ꎬ 我国大豆面积大幅度减少ꎬ 从技术层面上分析ꎬ 大豆单产水平低、 种植效益连年下

降是导致大豆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ꎮ 美国、 巴西、 阿根廷是世界三大大豆主要生产和出口国ꎬ 国

外在大豆生产中ꎬ 一直把减少化肥施用量、 实行轮作、 秸秆还田、 应用根瘤菌剂ꎬ 降低大豆生产

成本作为大豆生产的主要技术[７] ꎮ 我国由于大豆种植面积大ꎬ 连作现象较为普遍ꎬ 因此在开发

大豆实用栽培技术ꎬ 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ꎬ 开展技术推广工作时ꎬ 都把改良贫瘠、 强酸性土壤ꎬ
解决根瘤生长不良、 磷肥效果差ꎬ 轮作与秸秆还田ꎬ 防治连作种植引起的大豆病虫害等问题ꎬ 作

为大豆生产中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ꎮ
施肥原则上主要遵循 “４Ｒ” 最佳养分管理策略: 研究大豆养分吸收规律ꎬ 大豆—土壤—环境

养分定量ꎬ 土壤—大豆养分损失明确大豆的合理施肥用量ꎻ 研究大豆生长发育和养分利用效率确定

大豆的肥料合理施用时期ꎻ 研究有机肥料、 控释肥料、 专用肥料、 生物肥料等与作物互作特征确定

合理肥料种类ꎻ 研究肥料在不同土壤的养分迁移和吸附解析特征ꎬ 确定肥料的最佳施肥位点ꎬ 实现

４Ｒ 的施肥策略[８] ꎬ 对实现 “减施增效”、 合理施肥具有重要意义ꎮ

表 ２　 国内外大豆减肥增效的差距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ａｐ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项目 Ｉｔｅｍ 世界 Ｗｏｒｌｄ 中国 Ｃｈｉｎａ

种植结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轮作的面积达到半数以上 (５２％ )ꎮ
轮作大豆的前茬有小麦、 玉米、 向日
葵等[９]

我国大豆连作ꎬ 单一种植ꎬ 是造成养分偏耗、
病害加重、 产量降低的主要原因

秸秆还田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

秸秆还田和农家肥占施肥总量的
２ / ３ꎮ 美国秸秆还田量占秸秆生产量
的 ６８％ 左右[１０] ꎬ 英国秸秆还田量则
占 ７３％ ꎮ 利用秸秆分解菌制作秸秆
肥技术ꎬ 也已在全世界 ２０ 多个国家
应用[１１]

我国秸秆还田量平均为 １７ ６％ ꎬ 东北地区仅
１１ ２％ [１２] ꎮ 东北黑土保护工程实施ꎬ 目前已经
开始生产秸秆有机肥ꎬ 并规模应用

耕作制度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美国三大主要大豆生产区 (如阿肯
色州、 密西根州)ꎬ 在大豆生产上主
要采用免耕和秸秆还田技术ꎬ 大豆收
获后不进行翻耕作业ꎬ 直接种植玉米
或其他作物[１３] ꎮ 玉米收获后秸秆粉
碎还田ꎬ 地表被秸秆覆盖

我国大豆土壤每年耕翻ꎬ 特别是东北地区ꎬ 很
少采用少免耕技术

养分管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美国、 巴西在玉米大豆轮作中ꎬ 下茬
大豆一般不单独施用氮肥ꎬ 多数农场
也不施用其他肥料ꎮ 完全利用秸秆氮
肥效应ꎬ 促进了根瘤的发育和固氮效
果ꎮ 阿根廷的绝大多数农场种植大豆
时接种根瘤菌ꎬ 其中ꎬ ５０％ 的农场每
年都接种ꎬ ４０％ 每两年接种一次ꎬ 只
有 １０％ 的农场长期不接种根瘤菌[１４]

目前ꎬ 我国大豆施肥基本上以一次性施足全肥
为主ꎬ 尤其在氮肥施用上ꎬ 不能实现前期启动
氮、 中期固氮、 后期释放氮的氮效应过程ꎬ 目
前主要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３　 我国大豆减肥增效策略

我国化学肥料过量施用严重ꎬ 由此引起了环境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重大问题ꎮ 在此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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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我国启动了一系列减肥增效的策略: ２０１５ 年ꎬ 农业部正式启动的 “减肥减药” 行动方案ꎻ
同年 １０ 月ꎬ 国家正式出台了包括东北冷凉区、 北方农牧交错区、 西北风沙干旱区等在内的 “镰

刀弯” 地区ꎬ ５ 年内减少玉米种植面积 ５ ０００万亩以上的指导意见ꎮ 根据我国当前化肥 “减施增

效” 的战略需求ꎬ 以东北主要农业生态区特征、 作物布局及大豆、 花生节本增效技术需求为出

发点ꎬ 重点解决东北区粮豆轮作模式下ꎬ 制约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的科技瓶颈问题ꎮ 通过碳氮调控

与豆科作物减肥固氮机理的协同作用ꎬ 提升无机肥料增效ꎬ 有机肥料促效ꎬ 生物肥料激发效应的

机制ꎬ 最大限度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ꎬ 减少盲目和过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结构不良、 耕性变

差、 肥力降低、 大豆减产及生态环境恶化ꎬ 威胁粮食安全等科学问题ꎮ 通过基地示范、 新型经营

主体和现代职业农民培训ꎬ 在大豆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ꎬ 实现大豆生产提质、 节本、 增效的

目的ꎮ
在此背景下ꎬ 研究轮作下大豆肥料 “减施增效” 的节肥、 有机替代减肥、 水肥耦合等关键

技术ꎬ 集成大豆化肥 “减施增效” 与养分管理技术体系ꎬ 全面提升大豆产量和化肥农药利用率ꎬ
实现作物生产提质、 节本、 增效ꎬ 是培肥地力、 改善土壤环境、 防止污染ꎬ 提高大豆产量的重要

措施ꎮ

４　 东北大豆减肥增效策略

通过分析当前生产中施肥对产量和效益影响的关键因素ꎬ 针对东北主要农业生态区大豆生

产、 发展现状ꎬ 提出了以下几点东北大豆减肥增效策略ꎮ
４ １　 建立合理的轮作制度

研究显示ꎬ 轮作制度可以改善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 改善土壤呼吸作用ꎬ 在配合合理施肥的

条件下能够增加大豆的产量[１５￣１７] ꎮ 对东北作物进行区域规划ꎬ 可以系统地实现玉米—大豆、 玉

米—牧草、 玉米—马铃薯及杂粮等作物的轮作制度ꎬ 提高大豆产量ꎮ
４ ２　 构建大豆土壤肥沃耕层

针对北部高寒区 (黑河、 嫩江) 厚层酸化黑土大豆连作及辽河平原 (铁岭、 松辽) 大豆连

作区、 重迎茬减产、 病虫害加重等现象ꎬ 可以研究并推广粮豆轮作模式下ꎬ 以机械为载体ꎬ 秸秆

还田与畜禽粪便有机肥的融合技术ꎮ 通过改善土壤理化性状ꎬ 扩库增容ꎬ 来调节酸化土壤ꎬ 提高

土壤肥力ꎮ 特别是东部三江平原区ꎬ 白浆土面积大ꎬ 占全省耕地面积 ２９％ ꎬ 是典型中低产田土

壤ꎬ 开展秸秆还田与三段犁耕作技术ꎬ 将能够打破犁底层、 消除障碍层ꎬ 提高大豆产量、 促进肥

沃耕层构建ꎮ
４ ３　 建立水肥高效技术体系

针对西部半干旱区 (内蒙古、 黑龙江西部、 吉林西部) 水资源缺乏 (年降水量一般在

４００ ｍｍ以下ꎬ 并从东向西逐渐减少)ꎬ 无灌溉水源ꎬ 春季风大ꎬ 土壤蒸发强烈ꎬ 跑墒严重ꎬ 十年

九旱条件下大豆产量不稳定的现象ꎬ 推荐与坐水播种、 覆膜、 苗期补罐 (滴管、 喷灌、 渗灌)
等相配套的节水、 保墒、 减肥技术模式ꎮ 建立改善土壤水分状况的土壤蓄水保墒技术、 改善土壤

养分状况的培肥地力技术及与抗旱相配套的农艺措施等ꎬ 将有效应对干旱对大豆生产的影响ꎬ 提

高大豆产量ꎬ 节本增效ꎮ
４ ４　 建立大豆养分管理系统ꎬ 实现氮磷调控与高效利用目标

以松花江、 嫩江流域的松嫩平原黑土高产区、 辽河平原、 三江平原等主要农业区为主要对

象ꎬ 在粮豆轮作模式下ꎬ 基于作物栽培、 秸秆还田、 轮作等效应ꎬ 建立大豆养分管理系统ꎮ 以

氮、 磷肥高效利用和根瘤固氮为核心ꎬ 研究与氮、 磷肥施用数量上匹配、 时间上同步、 空间上一

致的大豆减肥技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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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 针对东北黑土区域生态特征开展大豆减肥增效技术研究ꎬ 通过改善和增加土壤库

容ꎬ 增强土体蓄水保墒能力ꎬ 保持作物需肥时期与土壤供水相同步ꎬ 可以达到水肥耦合下ꎬ 减肥

增产的目标ꎬ 实现大豆高产、 高效和环境的可持续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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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ꎬ ｗｉｔｈ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ｎ ｖａ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ｓｔｒｉ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ｂａｓ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Ｋ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ａｌｌ ａｒ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ｆ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ｙ￣ｔｏ￣ｅａ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ｒｅ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ａ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ｄａ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ｏｎ ｒｏｗ ｃｒｏ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ｅａｆ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ｎｅｗ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ｆ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ｉ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ꎻ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ꎻ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ꎻ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ｖ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 ａｎｄ Ｋꎬ ａｎｄ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Ｎ ｔｏ ａ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ꎬ ｗｉｔｈ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Ｎ ｃａ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ꎬ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ｈｉｇｈ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ｓｏｒｂ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ｔ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ｌｇ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ｒｏｕｎｄ ６０％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２５％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 ｉｎ ＵＫ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１]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ａｒ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９０％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Ｕ) ｈ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ａｔ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ａｓ ｉ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５０ ｍｇ / Ｌ ｌｉｍｉｔ ｆｏｒ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ｒａｉｎ ｉｎｔｏ ａｎｙ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ｅｘ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ｉｍｉｔ ( ｏｒ

３９１

第 ３ 章　 蔬菜养分管理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ｃｅｅｄ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ｓ ａ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Ｚｏｎｅ (ＮＶＺ).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ｍｕｓｔ ａｌｓｏ ｓｅｔ ｕｐ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ａｌｌ ｆａｒｍ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Ｚｏｎ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ｎ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ＶＺ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ｅｖｅｒｙ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Ｕꎬ ｓｏ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ｉｅｌｄ￣ｂａｓ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ａ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ｔｏ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ｐｕ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ꎬ ｓｏ ｔｈａｔ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ꎬ ｗｉｔｈ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Ｎｍａｘ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Ｇｒｏｕｐ Ｃｒｏｐｓ Ｎｍａｘ ｌｉｍｉｔ

１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ꎬ ｃａｒｒｏｔｓꎬ ｒａｄｉｓｈｅｓꎬ ｓｗｅｄｅｓ ｇｒｏｗ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ｏｒ ｉｎ ａｎ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１８０

２ ｃｅｌｅｒｙꎬ ｃｏｕｒｇｅｔｔｅｓꎬ ｄｗａｒｆ ｂｅａｎｓꎬ ｌｅｔｔｕｃｅꎬ ｏｎｉｏｎｓꎬ ｐａｒｓｎｉｐｓꎬ ｒｕｎｎｅｒ ｂｅａｎｓꎬ ｓｗｅｅｔ
ｃｏｒｎꎬ ｔｕｒｎｉｐｓ ｇｒｏｗ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ｏｒ ｉｎ ａｎ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８０

３ ｂｅｅｔｒｏｏｔ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ｓｐｒｏｕｔｓꎬ ｃａｂｂａｇｅꎬ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ꎬ 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ｗｅｒꎬ ｌｅｅｋｓ ｇｒｏｗ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ｏｒ ｉｎ ａｎ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７０

Ｉｎ ｔｈｅ ＵＫ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 Ｎｍａｘ )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ｏｐｓ ｏｖｅｒ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ｙｅａｒꎻ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ｉｎ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ａｎｄ １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ｍａｌ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ｕｐ Ｎ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ｏｆ ｙｅａｒ Ｏｔｈｅｒ ｒｕｌ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ꎬ ｗｉ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ｔ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７０ ａｎｄ ２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１]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 ａｎｄ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ꎬ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ａｂｌｅｓ[１] ｏｒ
ａｓ ａ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４]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ｓｏ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ｓａｆｅ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ｌａｂｉｌｅ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ꎬ ｓｏ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ｍｏｓｔ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ｓ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ｒｅ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ｂｏｔ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ꎬ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ｂｒｉｓꎬ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 ｅｇ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ｓ ａｄｓｏｒｂ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ｄ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ｕｐ ｂｙ ｃｒｏｐｓꎬ ｍｏｓｔ ｉｓ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ｖｉａ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ｆｒｅｅ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ｒｏｐ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ｌｅａｃｈ ｉｔ ｉｎ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４９１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ｒ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ｃｒｏｐ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ｎｙ ｌｅａｆ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ｙ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ｍａｙ ｂｅ ｌｅａｃｈ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ｍｏｓｔ ｃｒｏ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Ｎ ｉ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ａｎ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ｓ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ｎｅｅｄｅｄ ＝ Ｃｒｏ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
Ｗｈｅｒｅ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Ｔｈｉｓ ｖａ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ｏｐ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ｉｌ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ｆｒｅｓ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Ｃｒｏｐ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５]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ｓｈ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ｕｐ
ｔｏ ３０ ｍｏｎｔｈｓ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ｔｙｐｅｓ)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ｏｆ ａｎｙ ｌｅａｆ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ｔｏｘｉｃ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ｆｏｒ ｐａｓｔｅｕｒｉｓｅｄ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ｗａｓ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ｔｓꎬ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ｒｉｃ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Ｂｏｔｈ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ｔ ａｎｙ ｔｉｍｅ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ｏ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ｉ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Ｉｔ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 １ ) ｔｈａｔ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９０ ｃｍ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ａ ｃｒｏｐ Ｉｔ ｃａ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ｒｕ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ｙ ｂｅ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ｔｏ ９０ ｃｍ 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ｏ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ａｆｔｅｒ ｃｒｏｐ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ｓ ｔｈ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ｏｃｃｕ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 Ｓｏｉ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 Ｎ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２)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ｇａ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Ｎ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ｓ[１ꎬ４]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０ ７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ｐｅｒ ｄａ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ｓ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６] .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ｓｅａｓｏｎ ｃｒｏｐｓ ( ｅｇ ｃｕｔ ｓａｌａｄｓꎬ ｈｅａｄ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ｅｔｃ )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ｑｕｉｔｅ ｓｍａｌｌ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ｃｏａｒｓ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ｆ ａ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ａｆｔｅｒ ｃｒｏｐ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ꎬ ａｎｙ Ｎ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ｏｖｅ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Ｎ ｏｆｆ￣ｔａｋ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ｙ ｂ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ｏｉ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ｉ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ｙ ｈａｎｄ[１] 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４] .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ａｒｔ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Ｎ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ｕｔｕｍ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ａｔ ｙｅａ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ｎ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ｂｙ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ｓｉ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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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ｗｉｎｔｅ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 ｅｖａｐｏ￣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Ｋ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９０ ｃｍ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ｒｏｐ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ｂ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ｕｐ ｕｎｔｉｌ ｉｔ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ｄａｔｅ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ｒ ｖｉａ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ａｎ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ｉ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ｓ ｔｈ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１)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ｇｉｖｅ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ｅｐ ｉｓ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ｅｒ ａｎｎｕｍ ａ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ｅｅ Ｔａｂｌｅ １)ꎬ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Ｕｎｌｉｋｅ 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 ａｎｄ Ｋ ｔｅｎｄ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ｆａｉｒ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ｍｏｓｔ ｓｏｉｌｓꎬ ｓｏ ｗｈｅｒ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ｕｉｌｔ ｕｐ Ｐ ａｎｄ Ｋ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ｔｈｅｙ ｔｅｎｄ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ｑｕｉｔｅ ｈｉｇｈ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ａｌｌ ａｒ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Ｐ ａｎｄ Ｋ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５ ｃｍ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ｖａｒｙ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ｏｐｓ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１] .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ａ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Ｐ ａｎｄ Ｋ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ｓｅｄ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ꎬ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ｅｒ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ａｒ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ｏｉｌ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ｆｏｒ 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ｒ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ｏｎ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７０％ ａｎｄ ８０％ ｏｆ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ａ Ｐ ｏｒ Ｋ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ｔ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ｉ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ｔｏ ｒｅｔａ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ａｎｄ Ｋ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ꎬ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Ｐ ａｎｄ 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ｃａ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ｓ ｅｖｅｎ
ｗｈｅｎ ｎｏ ｆｒｅｓ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ｉ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ａ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Ｐ ａｎｄ Ｋ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ａｎｇｅ ｊｕｓｔ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ꎬ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ａ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Ｐ ａｎｄ Ｋ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５ ｃｍ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ｒｏｐ ｔｙｐｅｓ Ｓｏｉｌ 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Ｋ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 / Ｌ (ｉｎｄｅｘ)

ａｒａｂｌｅꎬ ｆ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 １６ － ２５ (Ｐ ｉｎｄｅｘ ２) １２０ － １８０ (Ｋ ｉｎｄｅｘ ２ －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２６ － ４５ (Ｐ ｉｎｄｅｘ ３) １８１ － ２４０ (Ｋ ｉｎｄｅｘ ２ ＋ )

　 　 ∗ Ｓｏｉｌ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ＨＣＯ３ ｆｏｒ Ｐ ａｎｄ ＮＨ４ ＮＯ３ ｆｏｒ Ｋ

Ｆｏｒ ｓｏｉｌ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ａｎｇｅｓꎬ ｏｎｌｙ ｅｎｏｕｇｈ ｆｒｅｓｈ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ｒｏｐ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ａ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ｓ ｔｏ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ꎬ ｂｕｔ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Ｋ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Ｐ ａｎｄ 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ａｎｇｅꎬ ｓｍａｌｌｅｒ

６９１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ꎬ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Ｋ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Ｐ
ａｎｄ 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ａｎｇｅꎬ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ｘ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ｏｐ ｏｆｆ￣ｔａｋｅ ａｒ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ｆｒｅｓ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ｏｎ ｓｕｃｈ ｌ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ｏｉｌｓ ａｒｅ ｓｅｌｄｏｍ ｕｓｅｄ 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Ｋ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ｙｉｅｌ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Ｐ ａｎｄ 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ａｉｓｅｄ ｏｖ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ꎬ ｂｕｔ ａｓ ｔｈｅ ＰＫ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ｌｙ ｓｌｏｗ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ｎ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ｅｖｅｒｙ ３
ｔｏ ５ ｙｅａｒｓ Ｉｄｅａｌｌｙ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ｙｅａｒ (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ｕｍｎ)ꎬ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ｌｅｎｔｙ ｏｆ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ａｎ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ｅ ｍａ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 ｓｐｒ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ｓ[１] ｏｒ ａｓ ａ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４]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 ｂｕｉｌｔ￣ｉ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Ｋ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ｂｅｌｏｗ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ａｎｇ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ｄ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ＵＫ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ａｔ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ｅ ｆｒｅｅ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ｂ Ｔｈ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Ｍａｎｕａｌ[１] 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４] .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ＵＫ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ＦＡＣＴ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ｖ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Ａｌｌ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ｒｍ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ＮＶＺｓ ａｒｅ ｏｂｌｉｇｅ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ｒｅｓꎬ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ｒ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ｋｅｐｔ ｆｏｒ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５
ｙｅａｒｓ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４ꎬ７] .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ｗｈｏ ｃａ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ａｔ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ｉｆ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ｔｒａｖｅｎ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Ｓｐｏｔ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ｒｅ ｌ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ｔ ａｎｙ ｔｉｍｅꎬ ａｎｄ
ａｎ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ｏｒ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ｒｍ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ＮＶＺ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ｂｌｉｇｅｄ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ｒｕｌｅｓꎬ ｂｕｔ ａｒ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ｄｏ ｓｏ ｕｎｄ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８] .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Ｐ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ꎬ ｂｕｔ ｇｒｏｕｐ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ｏｒ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ｓ’ ａ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９] .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ｓ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ａ) ａｎｄ １ (ｂ)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ｆｏｒ ‘ ａｌｌ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ｆｏｒ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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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蔬菜养分管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１ (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ａｔ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９９８ꎬ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ｔｏｏｋ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Ｋ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Ｎ ａｎｄ Ｋ) ｕｎｔｉｌ ２０１４ꎬ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ｙｅａｒ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ｒｏｐｓ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Ｋ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Ｋ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１０]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９８ ａｎｄ ２０１３ꎬ ｓｅ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ｃ).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ａｎ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Ｆｉｇ 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ａ) ａｎｄ (ｂ) ｉ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ꎻ ａｎｄ (ｃ) ｉｎ ｍｅａｎ ＵＫ ｙ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ｒｏｐ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ｓ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ＮＰ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ｗｈ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ＵＫ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ｌａｎｓ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ｉｓ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ａ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ｏ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ｐ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ｏｐ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 ｏｒ ｓｐｌｉｔ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 ｏｆ Ｎ ｗｈｅｎ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ｗｉｓｈ ｔｏ
ｄｅｌａ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ｌｌ ｏ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ｓ ｓｕｃｈꎬ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ｗｉｌｌ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ｏｆ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ꎬ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ｏ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１１] .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ｎ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ａ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ꎬ ｂｕｔ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ｌｌ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ａｓ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ｒｏｐｓ ａｒｅ ｇｒｏｗｎ ａｔ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ｄ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ｓ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ｏ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ｉｍｐａｉｒ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ｗｓ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ｏ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ｉｎｔｏ ａ ｚｏｎ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８９１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ｅｔ ａｌ [１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ｃ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ｏｎ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ｒｏｗ ｂ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ｔｒｉｐｌｅ ｓｕｐｅ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５０ ｍｍ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ｒｉｌｌ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Ｐ ｓｏｉｌ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ｏｎｅ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ｗｈｅ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ꎻ ｓｅ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ｏｎ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ｆ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ｇｒｏｗｎ ｏｎ ａ ｌｏｗ￣Ｐ ｓｏｉｌ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ｈｅｎ ｂａｎｄｅｄ 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７５ ｍｍ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ｒｏｗ) ａｔ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ｒｏｐ ｗ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ｒａｔｅ[１１] .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ｒ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ｃｉｎｇ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Ｓｔｏｎｅ[１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ｊｅｃｔｉｎｇ ｅｕｔｅｃｔｉｃ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ｕｒｅａ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ＵＡＮ) ３０ ｍｍ ｂｅｌｏｗ ａｎｄ ｅｉｔｈｅｒ ３０ ｍｍ ｏｒ ６０ ｍｍ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ｔｏ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２５％ ｏｆ ｔｈｅ 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ꎬ ｓｅ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 ｕｓｉｎｇ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ｏｎａｇ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ｌｏ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ａ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ｗｈｅ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ｏｐꎬ ｂｕｔ ｏ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ｓ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ｉ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ｔｏｏ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ｏｐ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ｏｃｃｕｒ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ｏｎｌｙ ｂｅ 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ｍｉｘ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ｌｅａｒꎬ ｓｏ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ｄ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１]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ｉｇ 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ｔｏ ｂａｎｄｅｄ ｏｒ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１２]

Ｆｉｇ 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ｔｏ ｓｉｄｅ￣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ＵＡＮ ｏｒ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１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Ｔｏ ｄａｔｅꎬ ｍｏ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９９１

第 ３ 章　 蔬菜养分管理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ａｉｄ ｔｏ ｐｌａｎｔ￣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ｅｔｓ ｏｆ ｃｒｏｐ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ｂｅ ｇｒ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ｏ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ｉｔｓ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ｘｉｍｉｓｅｄ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ｄａｔａ ｉｓ ｏｎ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ｋｅ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ｓｈｏｗ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７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ｉｎｂ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Ｓａｌａｄｉｎ ａｎｄ Ｉｃｅｂｅｒｇꎻ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Ｂｕｒ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５] .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３６％ ａｎｄ ４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ｗｈｅ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ａｌｌ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ｕｓｔ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Ｉ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ｈｅｎ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ｌｏｔ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ꎬ ｓｏ ａｎ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ｏｎｅ ａ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ｎ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ｄｅｅｄ ｆｏ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ｒｅ 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ｍｕｓ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ｏ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ａｎｄｅｍ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ｌｂｅｉｔ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ｆｅｗｅ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ｅｇ Ｅｔｉｃｈａ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ｎｋ[１６] ).

Ｆｉｇ 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Ｎ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ｉｎｂｒ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ｌｅｔｔｕｃｅ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１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ｔｒｉｃ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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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ｂａｃｋｕ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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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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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ｈｄｂ. ｏｒｇ. ｕｋ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ｂ２０９￣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ｍａｎｕａｌ￣１１０４１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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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Ｒｅｄ Ｔｒａｃｔｏｒ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ｒｅｓｈ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１ 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 ０ꎬ ４０ｐｐ. ｈｔｔｐ: / /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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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２００９ꎬ １２４ ｐｐ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Ｎｏｒｗｉｃｈꎬ Ｕ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２６８６９１ / ｐｂ１３５５８￣ｃｏｇａｐ￣１３１２２３. ｐｄｆ.

[９] Ｄｅｆｒａ.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Ｕｓｅ ｏｎ Ｆａｒｍ Ｃｒｏｐ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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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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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ｏｉｌ￣ｂａｓｅ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 ＨｙｕｎＳｕｇ１ꎬ Ｇｕ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２ ∗

(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Ｔｅｘａｓ Ａ ＆ Ｍ Ａｇｒｉ Ｌｉｆ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Ｔｅｘａｓꎬ ７７８４３￣２１３４ꎬ ＵＳＡꎻ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ｅｇｕꎬ Ｇｙｅｏｎｇｓａｎꎬ Ｇｙｅｏｎｇｓａｎｂｕｋ￣ｄｏꎬ ７１２￣７０２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ｖ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ｓ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ｇｉｖｅｓ ｗａｙ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ｏｖ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ｆｏｕｒ ｃｒｏｐ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ꎬ ｏｆｔｅ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ｒａｐｉ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４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ꎬ
ｒｉｇｈ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ｉｎｇ—ｓｕｍｓ ｕｐ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ｎｅｅ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ｅａｒ ｉｄｅａ ａｂｏｕ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ｏｎｅ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ｖ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ꎬ ｓｌｏｗ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ꎻ Ｐｌａｎｔ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ꎻ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ꎻ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ꎻ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ｈ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ｈｅａ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ｏｒ ｇｌａｓｓ ｃｏｖ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４] .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１]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６ ｔｏ ２０００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 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ｕｐ ｔｏ ａｂｏｕｔ ５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Ｎ ｍａｙ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ｔ ｒａｔｅｓ ａｓ ｈｉｇｈ ａｓ １ ２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ｓ ａ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６８ ｋｇ / ｈｍ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ｄ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ｒ ２２４ ｋｇ / ｈｍ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ｐｒｅｐｌａｎｔ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Ｏ３ ￣Ｎ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ｄｅｓｔ Ｅｖｅｎ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ｔｏｍａｔｏ ｃｒｏｐ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ꎬ １ ２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ｂｏｕｔ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ｒａｔｅ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ｏｖ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ｔｏ ｆｏｕｒ ｃｒｏｐ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ꎬ ｏｆｔｅ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ｒａｐｉ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ｓ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５￣７]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ｓｔ ｍａｙ ｂ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ｓ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ｍａｙ ｂｅ ｍｏ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ｃｒｏｐ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８] . 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ｏｖ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２０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ｍｇｕ＠ ｔａｍｕ ｅｄｕ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４Ｒ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４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ꎬ ｒｉｇｈｔ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ｉｎｇ[８] —ｓｕｍｓ ｕｐ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ｎｅｅ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ｙꎬ ｗｈ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ｔｓｅｌｆ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ａｎｉｍａｌ 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ｔꎬ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ｕｓｅｄ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ｏｒｍｓ (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ＮＯ３

－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ｏｕ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ｎｏ￣ａｎｄ ｄｉ￣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ＮＨ４Ｈ２ＰＯ４ꎬ
(ＮＨ４) ２ＨＰＯ４]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ＮＨ４ ) ３ＰＯ４ ]ꎬ ｍｏｎｏ￣ａｎｄ ｄｉ￣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ＫＨ２ＰＯ４ꎬ
Ｋ２ＨＰＯ４ )ꎬ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Ｃａ３ ( ＰＯ４ ) ２ ].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ｗｏ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Ｋ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Ｈ３ＰＯ４ )ꎬ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Ｈꎬ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Ｏ４

３ －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Ｋ３ＰＯ４)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Ｋ３ＰＯ４)ꎬ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ｎｉｔｒａｔｅ ( ＫＮＯ３ )ꎬ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 Ｋ２ＣＯ３ ) ｏｒ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ｔｈｉｏｓｕｌｆａｔｅ ( Ｋ２Ｓ２Ｏ３ ). Ｍａｎｕｒｅ ｏｒ
ｍａｎ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 ｉｎ 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 ａｎｄ Ｋꎬ ｉｎ ｓｏｉｌ[９] .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ａ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ｙ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ｐｕｔ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 ｔｈｅｙ ｖａｒ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ｕｐ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ｘ ｕｐ Ｎꎬ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ｓｈ ｃｒｏｐ ｍａ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ｏｎｌｙ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ｃｏｕｌｄ ｆｉｘ 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ｉ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ｏｏｔ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Ｇｏｏ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Ｎ 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ｙｅ (Ｓｅｃａｌｅ ｃｅｒｅａｌｅ)ꎬ ｓｏｒｇｈｕｍ￣ｓｕｄａ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 Ｓ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ꎬ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ｓｈ (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ꎬ ａｎｄ ｆｏｒ Ｐ 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 ｂｕｃｋｗｈｅａｔ (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ꎬ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ꎬ ｈａｉｒｙ ｖｅｔｃｈꎬ ａｎｄ ｓｗｅｅｔｃｌｏｖｅｒｓ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ｏｆｆｉｃｎ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Ｍ ａｌｂａ). Ｔｏｍａｔｏ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ｇｒ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ｌｌｅｄ
ｈａｉｒｙ ｖｅｔｃｈ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ｐｌｏｔ ｈａ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ｙｉｅｌｄ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ｅ ｐｌｏ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ｉｎ Ｓａｐｐｏｒｏꎬ Ｊａｐａｎꎬ
ｂｕ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ｙｉｅｌｄ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ｐｌｏｔｓ ｗｉｔｈ ｗｉｌｄ ｏａｔ ｏｒ 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ａｉｒｙ ｖｅｔｃ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ｏａｔ (Ａｖｅｎａ
ｓｔｅｒｉｇｏｓａ) [１０] . Ｃｈａｒｄ ( Ｂｅ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ｙｉｅｌｄ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ｆａｌｌ￣ｓｅｅｄｅｄ ｈａｉｒｙ ｖｅｔｃｈ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ｅｄ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ｍｅ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ｕｒｅａ ｉｎ ｂｏｔｈ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ｐｐｅ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１１]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ｏｉｌ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ｂ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ｏｒ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ꎬ ｓｉｄｅｄｒ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ａｆｆｅｃ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Ｂａｎｄｉｎｇ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ｚｏｎｅ ｍａｙ ｂｅ ａ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 ａｓ ｉ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 ｉ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ｏｍｅ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ｅꎬ Ｍｎ ａｎｄ Ｂꎬ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ｂｅ ｂａｎｄｅｄ ｏｒ ｆｏｌｉａｒ￣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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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ｉｌｓ[１２] ꎬ ｗｈｅｒｅ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ｔｉｅ￣ｕｐ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ｉｑｕｉｄ ｆｏｒｍ ｍａｙ ｇ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 ｆａｓｔｅｒ ｂｏｏｓ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ｓｏｍｅ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ｒｍꎬ ｗｈｉ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ｒｏｍ ｓｌｏｗｅ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ｎｔｉｒ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ꎬ ａｎｄ
ｂｅｄ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 ｉ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ｂｅｄｓ Ｉｎ ｓｉｄｅ￣ｄｒｅｓ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ｏｐ ｒｏｗｓ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ａｍｏｕｎｔ ｐ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ꎬ ａｎｄ ｎｏｔ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ｔｏ ｗａｓ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ａ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ꎬ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ꎬ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ｐｅａｋ
ｒｉｇｈ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ｓｅａｓ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ｏ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ｅｔ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Ｍｏｓｔ ｌａｎｄ￣ｇｒａ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ｅｌ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４Ｒｓ ｉ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 ｍｅｅｔ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ｃｌｅａｒ ｉｄｅａ ａｂｏｕ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ｏｎｅ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ｙ ｓｏｉｌ ｐＨꎬ 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ｏｒ ｔｏｏ ｌｏｗ ｐＨ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ｍａ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ｒ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ｉｅ￣ｕｐ Ｓｏｉｌ ｐＨ ａｎｄ ＥＣ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ꎬ ｕｓ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Ｈ ａｎｄ ＥＣ 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Ｈ ｒａｎｇｅ ａｒｏｕｎｄ ６ ５ꎬ ｌｏｗ ＥＣ ｍａ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Ｃ ｍａ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ｏ ｄｏ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ｗｈａ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ｕｓ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ｌｅａ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ｏｒ ｘｙｌｅｍ ｓａｐ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ｎｅ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ｐ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ｃａｓｈ ｃｒｏｐｓꎬ ｔｈｕ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ｈ ｃｒｏｐ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ｔｉ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ꎬ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ｌｆｕｒ￣ｏｒ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ａｔｅｄ ｓｌｏｗ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ＦＲ)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ｏｒｅ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ꎬ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ｒｅｄｕｃ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ｗａｓ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ｒ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 ｐＨ ｓｏｉｌｓ ＳＦ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ｍｏｒ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ｓｌｏｗｌｙ
ｏｖｅｒ ａ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ｕｐ ｔｏ ａｂｏｕｔ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ＦＲｓ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ＦＲｓꎬ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ｗｈｅ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 ＡＭＦ )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ｔｏ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ｆ ａｎｄ Ｈｅ[１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ＭＦ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ｓａｌ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ｆｒｅｓｈ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ｍ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ＭＦ Ｇｌｏｍｕｓ ｍｏｓｓｅａｅ
ｈａ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 ａｎｄ Ｋ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ｎｏｎ￣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ｇｒｏｗｎ ｕｎｄｅｒ ｂｏｔｈ ｎｏｎ￣ｓａ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ｅ

４０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Ｆ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ꎬ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ｉｓ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ｕｓ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ｆｏｒ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ａｓｏｎ (ｅ ｇ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ｒｏｂｕ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ｓｃｉｏｎ ｐｌａｎｔ ( ｅ ｇ ｇｏｏｄ
ｆｌａｖｏｒ ｏｒ ｙｉｅｌｄ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ｉｓ ｕ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ｎｙ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ꎬ ｐｅｐｐｅｒꎬ
ｅｇｇｐｌａｎｔꎬ ｍｅｌｏｎꎬ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ｓｏｉ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ｏｒ ｔｏｏ ｈｉｇｈ / ｌｏｗ ｐ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ａ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ｒａｆｔｅｄ ｃｕｃｕｍｂ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４] ꎬ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ｏｎ /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ｍｏｒｅ Ｎａ ＋ ｔｈａｎ ｕｎｇｒａｆ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ｎｅ ｇｒａｆ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ｃ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ｅｅｄ ｃｏｓｔｓ ｔｏｏ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ｂａｓｅ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ꎬ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ｌｏｗ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ｎｅｅｄｓ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ｖｅ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ꎬ ｓｌｏｗ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ｍｙｃｏｒｒｈｉｚａｌ ｆｕｎｇｉ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ＣＨＥＮ Ｑ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Ｎｕｔｒ Ｃｙｃｌ 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ꎬ ２００４ꎬ ６９: ５１￣５８.
[２] ＪＵ Ｘ Ｔꎬ ＫＯＵ Ｃ Ｌ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Ｐ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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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葱关键生育时期土壤 Ｎｍｉｎ 目标值研究∗

江丽华∗∗ꎬ 徐　 钰ꎬ 石　 璟ꎬ 谭德水ꎬ 王　 梅ꎬ 郑福丽ꎬ 刘兆辉∗∗∗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 山东省植物营养与肥料重点实验室ꎬ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 蔬菜关键生育时期氮肥的合理推荐量是满足蔬菜生长和降低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ꎬ 而不同生育时期的

氮肥推荐量决定了根际的最佳无机氮用量ꎮ 通过大葱不同氮肥用量的田间试验ꎬ 研究了不同氮肥用量对大葱生

长的影响以及对土壤￣作物系统无机氮的平衡和淋失的影响ꎮ 试验表明大葱最高产量氮肥用量为 Ｎ
３１０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ꎬ 而此时大葱的氮素吸收量不到 Ｎ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说明大葱不同时期的氮素目标值低于 Ｎ２ 处理ꎬ 就

可以保证氮平衡ꎻ 从产量、 环境和效益三因素考虑ꎬ Ｎ３ 处理是最佳的氮肥用量ꎬ 即基肥、 第一次追肥、 第二次

追肥、 第三次追肥的氮素目标值分别为 ８２ ７６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１３９ ５１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１３９ ５１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２３０ 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ꎮ 科学

的施肥技术应该是从产量、 环境和经济效益三方面来综合考虑ꎮ 本研究中ꎬ 收获后 Ｎ４ 处理土壤中过高的 Ｎｍｉｎ有

环境风险ꎬ 而 Ｎ１、 Ｎ２ 处理土壤中的 Ｎｍｉｎ比种植前降低ꎬ 对维持土壤地力不佳ꎬ 所以 Ｎ３ 处理是最佳处理ꎮ
关键词: 大葱ꎻ 土壤 Ｎｍｉｎꎻ 目标值ꎻ 氮肥推荐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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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 ３ ｓｉｄｅ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ｓｏｉｌ Ｎｍ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ａｌｕｅ ｗｅｒｅ
８２ ７６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１３９ ５１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１３９ ５１ ｋｇ / ｈｍ２ ａｎｄ ２３０ 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ｔ ｈａｄ ａ ｇｏｏ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ｉｏｎꎻ Ｓｏｉｌ Ｎｍｉｎꎻ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ａｌｕｅ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７０２

第 ３ 章　 蔬菜养分管理

∗

∗∗

∗∗∗

∗基金项目: 农业行业科研专项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９)ꎻ 山东省 “泰山学者” 项目

∗∗第一作者: 江丽华ꎬ 研究员ꎬ 长期从事植物营养与施肥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ｌｉ８２２７＠ ｓｉｎａ. ｃｏｍ
∗∗∗通信作者: 刘兆辉ꎬ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ｚｈａｏｈｕｉ６６６６＠ ｓｉｎａ. ｃｏｍ



氮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必需的大量元素ꎬ 氮肥施入土壤后其转化过程复杂ꎬ 损失途径多ꎬ
损失量大ꎬ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ꎮ 因此ꎬ 氮肥适宜用量的调控既是作物推荐施肥技术的关键ꎬ 同

时也是难点所在[１￣２] ꎮ 近十几年来ꎬ 国内外广泛采用土壤无机氮 (主要为 ＮＨ ＋
４ ￣Ｎ 和 ＮＯ －

３ ￣Ｎ 之

和ꎬ 简称 Ｎｍｉｎ) 作为土壤氮素诊断指标[３] ꎮ 土壤无机氮与肥料氮等效的特点很早便为人们所

知[４] ꎮ 因此在此基础上只要明确作物达到一定产量所需的土壤 Ｎｍｉｎ目标值ꎬ 通过测定土壤 Ｎｍｉｎ含

量ꎬ 即可确定氮肥供应量[５] ꎮ 不同作物各生育阶段的合理根层土壤 Ｎｍｉｎ目标值的确定ꎬ 成为很多

基于土壤无机氮测试的氮肥推荐系统的重要内容[６￣７] ꎮ
我国蔬菜生产中氮肥用量过大的现象一直比较普遍ꎮ 菜田土壤中残留过多的无机氮不仅造成

了氮素资源的浪费ꎬ 而且已经影响到周围环境[８￣１２] ꎮ 据课题组研究ꎬ 山东章丘大葱栽培区域浅层

灌溉水中的氮平均含量 (ＮＯ －
３ ￣Ｎ) 高达 ３２ ０３ ｍｇ / ｋｇꎮ 因此ꎬ 在保证蔬菜正常生产的前提下ꎬ 尽

可能减少蔬菜生长过程中土壤无机氮残留ꎬ 进而减轻对地下水污染的威胁ꎮ 本研究通过不同氮肥

用量对大葱产量、 土壤 － 作物体系无机氮的平衡关系、 关键生育期土壤 Ｎｍｉｎ目标值和经济效益的

影响ꎬ 明确了高产条件下不同生育时期合理的 Ｎｍｉｎ目标值ꎬ 为利用土壤无机氮测试进行氮肥推荐

技术的实施提供基础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设计

试验在章丘绣惠镇徐家村进行ꎬ 试验地土壤为褐土ꎬ 表层土壤 (０ ~３０ ｃｍ) 有机质 １２ ７ ｇ / ｋｇ、
全氮 ０ ０９２％ 、 Ｏｌｓｅｎ￣Ｐ １０ ４５ ｍｇ / ｋｇ、 ＮＨ４ＡＣ￣Ｋ １０１ ９３ ｍｇ / ｋｇꎮ ０ ~ ３０ ｃｍ、 ３０ ~ ６０ ｃｍ、 ６０ ~
９０ ｃｍ土层初始土壤无机氮含量分别为 ３４ １５ ｋｇ / ｈｍ２、 ３４ ８８ ｋｇ / ｈｍ２、 ２２ ８９ ｋｇ / ｈｍ２ꎮ 大葱品种

为大梧桐ꎬ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育苗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移栽ꎬ １１ 月 １８ 日收获ꎮ 试验设 ６ 个处理ꎬ 在

基施 ８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有机肥的基础上ꎬ 设 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３６０ ｋｇ / ｈｍ２、
４８０ ｋｇ / ｈｍ２共 ５ 个氮素水平和 １ 个不施有机肥和氮肥的空白处理ꎬ ３ 次重复ꎬ 小区面积 ２７ ｍ２ꎬ
种植密度 ３４ ５ 万株 / ｈｍ２ꎮ 每公顷基施 Ｐ２Ｏ５ ８０ ｋｇ (重钙) 和 Ｋ２Ｏ ２００ ｋｇ (硫酸钾)ꎮ 有机肥作为

基肥ꎬ 养分含量: 全 Ｎ ２ ０６％ ꎬ 全 Ｐ２Ｏ５ １ ２５％ ꎬ 全 Ｋ２Ｏ １ ８９％ ꎬ ＯＭ ２３ ４０％ ꎮ 施用的氮肥为尿

素ꎬ 各处理肥料的施用情况见表 １ꎬ 其余田间管理措施采用当地农户的传统方式ꎮ
１ ２　 分析测定方法

试验前后及各次施肥前对根层土壤 Ｎｍｉｎ含量及地上部产量、 生物量、 氮素吸收量进行测

定ꎮ 土壤采用 ０ ０１ ｍｏｌ / Ｌ ＣａＣｌ２ 振荡浸提溶液浸提ꎬ 流动分析仪 ( ＴＲＡＡＣＳ２０００) 测定 Ｎｍｉｎ含

量ꎻ 土壤速效磷 (Ｏｌｓｅｎ￣Ｐ)、 速效钾 (１ ｍｏｌ / Ｌ 醋酸铵浸提)、 土壤 ｐＨ、 土壤有机质等项目利

用常规测试方法测定[１３] ꎮ 植物全 Ｎ 测定方法为 Ｈ２ ＳＯ４ —Ｈ２ Ｏ２ 消煮ꎬ 采用蒸馏法测定ꎮ
１ ３　 计算方法

阶段 Ｎｍｉｎ目标值 ＝ 推荐期施氮量 ＋ 推荐初期土壤 Ｎｍｉｎꎮ 根据大葱根系的生长深度ꎬ 基肥和第

一次追肥时的根层深度为 ０ ~ ３０ ｃｍꎬ 第二、 第三次追肥为 ０ ~ ６０ ｃｍꎮ
试验数据采用 ＤＰＳ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处理对大葱产量的影响

在氮、 磷肥供应充足的前提下ꎬ 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ꎬ 大葱的产量逐渐增加 (表 ２)ꎬ 增产

率为 ３ ２７％~ ６５ ３１％ ꎬ Ｎ３ 水平与 Ｎ４ 水平基本一致ꎬ 采用 ＭＣＫ、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处理的平均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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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拟合方程为 ｙ ＝ － ０ ０００ ２ｘ２ ＋ ０ １２４ ３ｘ ＋ ４２ ３２２ (Ｒ２ ＝ ０ ９８５ ３)ꎬ 通过计算得到最高产量施

氮量为 ３１０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ꎮ

表 １　 大葱试验的不同氮素处理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底肥 Ｂａｓ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ｋｇ / ｈｍ２ ) 追肥 Ｎ Ｓｉｄ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ｋｇ Ｎ / ｈｍ２ )

有机肥
Ｍａｎｕｒｅ

化肥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第一次

８ 月 ８ 日
第二次

９ 月 １６ 日
第三次

１０ 月 ８ 日

总施氮量
Ｔｏｔａｌ 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ｋｇ Ｎ / ｈｍ２ )

ＣＫ ０ ０ ８０ ２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ＭＣＫ ８ ０００ ０ ８０ ２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Ｎ１ ８ ０００ ２５ ８０ ２００ ２２ ３３ ４０ １２０
Ｎ２ ８ ０００ ５０ ８０ ２００ ４５ ６５ ８０ ２４０
Ｎ３ ８ ０００ ７５ ８０ ２００ ６６ ９９ １２０ ３６０
Ｎ４ ８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２００ ９０ １３０ １６０ ４８０

表 ２　 不同处理对大葱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ｉｏｎ ｙｉｅｌｄ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ＦＷ)

Ⅰ Ⅱ Ⅲ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ｔ / ｈｍ２ ꎬ ＦＷ)
增产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 )

ＣＫ ３７ ８８０ ６８ ４１ ０２７ ６９ ４１ ５９６ ２８ ４０ １７ｃ

ＭＣＫ ４３ ５６２ ７８ ４０ ６６８ ７０ ４０ ２１９ ４０ ４１ ４８ｃ ３ ２７
Ｎ１ ５４ ８１０ ４３ ４９ ８５７ ５７ ６６ ０６９ ９７ ５６ ９１ｂ ４１ ６９
Ｎ２ ５５ ７７２ ０２ ６７ ２７０ ０３ ６４ ０１８ ３５ ６２ ３５ａｂ ５５ ２３
Ｎ３ ６６ ４２４ ８９ ６４ ４２６ ３０ ６６ ５３１ １０ ６５ ７９ａ ６３ ８０
Ｎ４ ６４ ６６９ ９０ ６５ ８１１ ３７ ６８ ７２１ ３８ ６６ ４０ａ ６５ ３１

２ ２　 不同处理氮素表观平衡

在试验中ꎬ 有机肥提供的氮总量为 １６４ ８ ｋｇ / ｈｍ２、 土壤供氮 ６９ ０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环境供氮为

８６ ４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包括种子 １５ ８６ ｋｇ / ｈｍ２、 灌溉水 ４６ ６２ ｋｇ / ｈｍ２、、 降水 ２１ ｋｇ / ｈｍ２ꎮ 表 ３ 列出了大

葱不同处理对氮素表观损失的影响ꎮ 栽培过程中输入量的差异来自肥料ꎬ 而输出量的差异主要来

自残留的无机氮量ꎬ ４ 个施氮处理 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 Ｎｍｉｎ残留分别为 ３０ ９１ ｋｇ / ｈｍ２、 ５３ ９７ ｋｇ / ｈｍ２、
７４ ７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６０ ５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４ 个施化肥氮处理大葱收获带走的氮素的量相当ꎻ 总的表观氮损

失分别为 ３０７ ４７ ｋｇ / ｈｍ２、 ３９２ １３ ｋｇ / ｈｍ２、 ４８８ ７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５１９ ２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中ꎬ Ｎ２、 Ｎ３、
Ｎ４ 处理分别为 Ｎ１ 处理的 １ ２８ 倍、 １ ５９ 倍和 １ ６９ 倍ꎮ

由大葱全生育期氮素平衡结果 (表 ３) 可知ꎬ 氮素平衡值[１４] (氮素收入 － 氮素支出) 随氮

素供应水平的增加而明显提高ꎮ 在保证一定产量的条件下ꎬ 维持土壤—作物体系氮素平衡的有效

氮供应量大于或等于氮素支出ꎬ 该试验中大致在 Ｎ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作物带走量 ＋ 土壤残留量)ꎮ 低

于上述值ꎬ 作物产量受到影响ꎬ 土壤氮素平衡值为负ꎬ 表现为氮支出大于收入ꎬ 增加了土壤有机

氮库的消耗ꎻ 而高于上述值ꎬ 土壤氮平衡值为正ꎬ 收入大于支出ꎬ 表明土壤氮素有固定和损失ꎮ
大葱的吸肥能力较差ꎬ 根系周围养分供应浓度要求较高才能保证养分供应ꎬ 所以氮平衡值较高ꎬ
养分利用率较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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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大葱不同处理氮素的表观平衡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氮输入 Ｔｏｔａｌ 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ｋｇ / ｈｍ２ )

氮输出 Ｔｏｔａｌ 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ｋｇ / ｈｍ２ )

施氮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 ｒａｔｅ

播前 Ｎｍ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ｍｉｎ

环境氮输入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作物带出
Ｃｒｏｐ ｒｅｍｏｖａｌ

残留 Ｎｍｉｎ

Ｎｍｉｎ ａ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表观平衡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ｋｇ / ｈｍ２ )

ＣＫ ０ ６９ ０４ ８６ ４８ ６３ ０４ ２８ ３２ ６４ １６
ＭＣＫ １６４ ８ ６９ ０４ ８６ ４８ ６４ １８ ３８ ０５ ２１８ ０９
Ｎ１ ２８４ ８ ６９ ０４ ８６ ４８ １０１ ９４ ３０ ９１ ３０７ ４７
Ｎ２ ４０４ ８ ６９ ０４ ８６ ４８ １１４ ２２ ５３ ９７ ３９２ １３
Ｎ３ ５２４ ８ ６９ ０４ ８６ ４８ １１６ ９２ ７４ ７０ ４８８ ７０
Ｎ４ ６４４ ８ ６９ ０４ ８６ ４８ １２０ ５８ １６０ ５２ ５１９ ２２

　 　 注: 施氮量包括化肥和有机肥ꎬ 表观平衡 ＝ 氮输入 － 作物带出量 － 土壤残留量

Ｎｏｔ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Ｎ ｉｎｃｏｍｅ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ꎻ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ｔｏｔａｌ Ｎ ｉｎｃｏｍｅ － ｃｒｏｐ ｒｅｍｏｖａｌ －
Ｎｍｉ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ｔ ０￣６０ ｃｍ

２ ３　 不同处理对 Ｎｍｉｎ目标值的影响

每阶段施肥前的土壤 Ｎｍｉｎ和氮肥用量之和为该阶段的 Ｎｍｉｎ目标值ꎮ 在第二次追肥前ꎬ 大葱培

土较浅、 根系主要分布在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ꎬ 土壤无机氮的供应只考虑 ０ ~ ３０ ｃｍꎻ 随着大葱的生长

和培土措施ꎬ 土壤无机氮的供应考虑 ０ ~ ６０ ｃｍꎬ 各处理不同阶段的 Ｎｍｉｎ目标值 (表 ４) 差异较

大ꎬ Ｎｍｉｎ目标值的变化主要受施氮量的影响ꎮ
不同阶段的 Ｎｍｉｎ目标值与生物量有相关关系: 基肥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８ 月 ９ 日)、 第一次追肥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９ 月 １６ 日)、 第二次追肥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１０ 月 ８ 日)、 第三次追肥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１１
月 １８ 日) 的 Ｎｍｉｎ目标值与阶段生物量的关系分别拟合方程为 ｙ ＝ － ０ ０２２ ４ｘ２ ＋ ３ ７０７ ８ｘ ＋ １２３ ９
(Ｒ２ ＝ ０ ６１２ ９)、 ｙ ＝ － ０ １０６ ２ｘ２ ＋ ２９ ６３２ｘ － １７３ ７７ (Ｒ２ ＝ ０ ８９８ ３)、 ｙ ＝ ０ ０１９ ５ｘ２ － ０ ７３２ ７ｘ ＋
３６３ ４７ (Ｒ２ ＝ ０ ９６７ ４)、 ｙ ＝ － ０ ０３１ ４ｘ２ ＋ １４ ４４８ｘ ＋ １ ６４８ １ (Ｒ２ ＝ ０ ９８３ ６)ꎻ 可见ꎬ 随着生育

期进程ꎬ Ｎｍｉｎ目标值与阶段生物量的相关系数越来越高ꎻ 通过方程计算ꎬ 基肥、 第一次追肥、 第

三次 追 肥 阶 段 的 最 高 生 物 量 和 Ｎｍｉｎ 目 标 值 分 别 为 ２７７ ３３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８２ ７６ ｋｇ / ｈｍ２、
１ ８９３ ２１ ｋｇ / ｈｍ２和 １３９ ５１ ｋｇ / ｈｍ２、 ３ ３１０ ０８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２３０ 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第二次追肥阶段是大葱

生长最为旺盛时期ꎬ 在试验条件下生物量随 Ｎｍｉｎ目标值的增加而增加ꎮ
２ ４　 不同处理氮肥投入的经济效益

经计算ꎬ 各处理所获得的收益见表 ５ꎮ 单位氮素成本所获得的收益 (收益 / 氮素成本) 随着

氮肥施用量的增加逐渐减少ꎬ 每投资 １ 元钱的氮肥ꎬ Ｎ１ 处理可获得 ７１ ３３ 元的收益ꎬ Ｎ２、 Ｎ３、
Ｎ４ 处理分别为 ３９ ５５ 元、 ２７ ８９ 元、 ２０ ９１ 元ꎬ 说明氮肥对蔬菜的增产有很重要作用ꎮ 对单个农

户的投资而言ꎬ 只有投入的肥料不再增加收益时ꎬ 才可能控制施肥量ꎮ 这也是蔬菜、 果树等高经

济作物施肥量不易降低的原因之一ꎮ 虽然 Ｎ４ 产量略微高于 Ｎ３ 处理ꎬ 但大葱产量增加收入不抵

肥料投入成本ꎻ 另一方面ꎬ 也没有考虑高施肥处理对大葱商品性的负面影响ꎬ 所以对于总收益而

言ꎬ Ｎ３ 处理收益最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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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处理下大葱不同时期土壤 Ｎｍｉｎ目标值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ｏｉｌ Ｎｍ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项目 Ｉｔｅｍ ＭＣＫ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基肥施用量 Ｂａｓａｌ ０ ００ ２５ ００ ５０ ００ ７５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起始 Ｎｍ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ｍｉｎ (０ ~ ３０ ｃｍ) ３４ １６ ３４ １６ ３４ １６ ３４ １６ ３４ １６
阶段 Ｎｍｉｎ目标值 Ｐｈａｓｅ Ｎｍ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３４ １６ ５９ １６ ８４ １６ １０９ １６ １３４ １６
阶段生物量 Ｐｈａｓ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ｄｒｙ) ２３８ ５０Ｂｂ ２３２ ２６Ｂｂｃ ２９０ ０６Ａ ２７６ ７６Ａ ２０７ ９８Ｂｃ
第一次追肥量 １ ｓｔ ｓｉｄ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０ ００ ２２ ００ ４５ ００ ６６ ００ ９０ ００
起始 Ｎｍ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ｍｉｎ (０ ~ ３０ ｃｍ) ５８ ３５ ６７ ７７ ６９ ４１ ５３ １９ ５５ ４４
阶段 Ｎｍｉｎ目标值 Ｐｈａｓｅ Ｎｍ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５８ ３５ ８９ ７７ １１４ ４１ １１９ １９ １４５ ４４
阶段生物量 Ｐｈａｓ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ｄｒｙ) １ ２３２ ３０Ｄ １ ５０６ ２２Ｃ １ ８２８ ２０Ｂ １ ９８５ ０５ Ａ １ ８４０ ２１Ｂ
第二次追肥量 ２ｎｄ ｓｉｄ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０ ００ ３３ ００ ６５ ００ ９９ ００ １３０ ００
起始 Ｎｍ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ｍｉｎ (０ ~ ６０ ｃｍ) ２６ ４７ ２５ ２３ ３７ ０６ ２０ ７６ ５９ ６６
阶段 Ｎｍｉｎ目标值 Ｐｈａｓｅ Ｎｍ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２６ ４７ ５８ ２３ １０２ ０６ １１９ ７６ １８９ ６６
阶段生物量 Ｐｈａｓ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ｄｒｙ) ３２３ １８Ｅ ４５３ ３１Ｄ ４８３ ８６Ｃ ５２０ １５Ｂ ９３５ ３３Ａ
第三次追肥量 ３ ｒｄ ｓｉｄｅ￣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０ ００ ４０ ００ ８０ ００ １２０ ００ １６０ ００
起始 Ｎｍ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ｍｉｎ (０ ~ ６０ ｃｍ) ３３ ０９ ６０ ２８ ９３ ４６ ９３ ９８ ２０７ ２８
阶段 Ｎｍｉｎ目标值 Ｐｈａｓｅ Ｎｍ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３３ ０９ １００ ２８ １７３ ４６ ２１３ ９８ ３６７ ２８
阶段生物量 Ｐｈａｓ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ｄｒｙ) ２ ０７２ ８７Ｄ ２ ８４２ ８６Ｃ ３ １１６ ３５Ｂ ３ ３５２ ７１Ａ ２ ７１６ ５４Ｃ
收获后 Ｎｍｉｎ Ｎｍｉｎ ａ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０ ~ ９０ ｃｍ) ５５ ２４ ６７ ６５ ９１ ９２ １２３ ６９ ２１９ ２３

　 　 注: 阶段 Ｎｍｉｎ目标值 ＝ 施氮量 ＋ 起始 Ｎｍｉｎ

Ｎｏｔｅ: Ｓｏｉｌ Ｎｍ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ｏｉｌ Ｎｍｉｎ

表 ５　 不同处理下大葱经济效益的估算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ｉｏｎ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氮素成本
Ｎ Ｃｏｓｔ

(元 / ｈｍ２ )

其他成本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ｓｔ
(元 / ｈｍ２ )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总收入
Ｇｒｏ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
(元 / ｈｍ２ )

收益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元 / ｈｍ２ )

ＣＫ ０ ４ ８８０ ８ ４０ １６８ ３２ １３４ ４ ２７ ２５３ ６
ＭＣＫ ０ ９ ６８０ ８ ４１ ４８４ ３３ １８７ ２ ２３ ５０６ ４
Ｎ１ ４９５ ６ ９ ６８０ ８ ５６ ９１３ ４５ ５３０ ４ ３５ ３５４
Ｎ２ ９９１ ３ ９ ６８０ ８ ６２ ３５３ ４９ ８８２ ４ ３９ ２１０ ３
Ｎ３ １ ４８７ ９ ６８０ ８ ６５ ７９４ ５２ ６３５ ２ ４１ ４６７ ４
Ｎ４ １ ９８２ ６ ９ ６８０ ８ ６６ ４０１ ５３ １２０ ８ ４１ ４５７ ４

　 　 注: 尿素 １ ９００ 元 / ｔ、 有机肥 ６００ 元 / ｔ、 硫酸钾 ２ ４００ 元 / ｔ、 重钙 １ ６００元 / ｔ、 大葱 ０ ８０ 元 / ｋｇꎻ 其他成本包括

其余肥料、 灌水、 打药、 种子、 人工 (后 ４ 项为 ４ ０００元 / ｈｍ２ )
Ｎｏｔ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ｕｒｅａ １ ９００ ｙｕａｎ / ｔꎬ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６００ ｙｕａｎ / ｔꎬ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ｕｌｆａｔｅ ２ ４００ ｙｕａｎ / ｔꎬ

ｔｒｅｂｌｅ ｓｕｐｅ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１ ６００ ｙｕａｎ / ｔꎻ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ｎｉｏｎ ０ ８０ ｙｕａｎ / ｋｇꎻ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ｓ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ꎬ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ꎬ ｌａｒｂｏｒｓ

３　 讨论

在作物关键生育时期分次施用适量肥料是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主要措施之一ꎮ 特别是对蔬菜而

言ꎬ 因为根系较浅ꎬ 一般通过多次追肥 (特别是氮肥) 来满足作物生长需要ꎮ 因为现有技术未

见将环境因素和生产因素结合考虑的大葱分阶段施肥推荐指标ꎬ 生产中追肥量通常按照经验值确

定ꎬ 存在盲目性ꎮ 在蔬菜氮肥推荐中ꎬ 确定关键生育时期根层土壤 Ｎｍｉｎ目标值ꎬ 就可以解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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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ꎮ 该方法一方面保证了蔬菜生长所必需的 Ｎｍｉｎ值以满足生产的要求ꎬ 另一方面还通过对各生

长关键时期根层土壤 Ｎｍｉｎ含量进行限制ꎬ 使其避免对环境的污染ꎮ 本试验通过不同氮梯度处理ꎬ
明确了不同处理不同阶段的大葱生物量和土壤 Ｎｍｉｎ目标值ꎬ 并将其进行方程模拟ꎬ 可见基肥施用

时ꎬ 不同 Ｎｍｉｎ目标值对生物量积累的影响没有规律性ꎬ 第一次追肥时ꎬ 随 Ｎｍｉｎ目标值的增加生物

量增加ꎬ 过量则生物量降低ꎻ 第二次追肥时ꎬ 随 Ｎｍｉｎ目标值的增加生物量增加ꎬ 第三次追肥时ꎬ
随 Ｎｍｉｎ目标值的增加生物量增加ꎬ 过量则生物量降低ꎮ 根据方程计算出大葱基肥、 第一次追肥、
第三次追肥的土壤 Ｎｍｉｎ目标值分别为 ８２ ７６ ｋｇ / ｈｍ２、 １３９ ５１ ｋｇ / ｈｍ２、 ２３０ 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生物量分

别为 ２７７ ３３ ｋｇ / ｈｍ２、 １ ８９３ ２１ ｋｇ / ｈｍ２、 ３ ３１０ ０８ ｋｇ / ｈｍ２ꎻ 因第二次追肥的阶段生物量随 Ｎｍｉｎ目

标值的增加而增加ꎬ 从对环境影响和简便两方面考虑ꎬ 阶段土壤 Ｎｍｉｎ 目标值与第一次相同为

１３９ ５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通 过 计 算 可 得 生 物 量 为 ６４０ ７８ ｋｇ / ｈｍ２ꎮ ４ 个 阶 段 的 生 物 量 之 和 为

６ １２１ ４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和 Ｎ３ 处理的干物质累积量 ６ １３４ ６７ ｋｇ / ｈｍ２ 相近ꎻ Ｎ３ 处理 ４ 个阶段的实测

Ｎｍｉｎ目标值分别为 １０９ １６ ｋｇ / ｈｍ２、 １１９ １９ｋｇ / ｈｍ２、 １１９ ７６ｋｇ / ｈｍ２、 ２１３ ９８ｋｇ / ｈｍ２ꎬ 与模拟值的

变异范围分别为 ２４ １８％ 、 － １７ ０５％ 、 － １６ ４９％ 和 － ７ ５２％ ꎬ 除了基肥 Ｎｍｉｎ目标值ꎬ 其余均不

超过 ± ２０％ ꎬ 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ꎮ
应用常规的施氮量与产量方程分析ꎬ 最高产量施肥量 ３１０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将整个生育期作为一

个阶段ꎬ 化肥总投入是 ３１０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有机肥提供的氮总量为 １６４ ８ ｋｇ / ｈｍ２、 土壤供氮 (０ ~
６０ ｃｍ) ６９ ０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环境供氮为 ８６ ４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目标值为 ６３１ ０７ ｋｇ / ｈｍ２ꎬ ４ 个阶段目标预测

值总和为 ５９１ ８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比实际值偏小了 ６ ６３％ ꎬ 也基本达到预期目标ꎮ
科学的施肥技术应该是从产量、 环境和经济效益三方面[１５] 来综合考虑ꎮ 本研究中ꎬ 收获后

Ｎ４ 处理土壤中过高的 Ｎｍｉｎ有环境风险ꎬ 而 Ｎ１、 Ｎ２ 处理土壤中的 Ｎｍｉｎ比种植前降低ꎬ 对维持土壤

地力不佳ꎬ 所以 Ｎ３ 处理是最佳处理ꎮ
土壤 Ｎｍｉｎ是氮肥投入、 土壤肥力、 作物吸收氮量的综合反应ꎬ 针对不同蔬菜研究提出阶段土

壤 Ｎｍｉｎ目标值ꎬ 结合现代速测技术ꎬ 可以实现蔬菜的氮肥推荐ꎮ 总之ꎬ 通过各阶段的土壤 Ｎｍｉｎ目

标值ꎬ 可以实现分阶段土壤测试的基础上进行氮肥推荐ꎬ 可在维持蔬菜所需的较低根层土壤 Ｎｍｉｎ

含量、 防止过多氮素损失的前提下ꎬ 保证蔬菜正常生长的氮素需求ꎬ 同时可大幅度降低氮肥用

量ꎬ 是一种有利于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氮肥推荐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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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护地蔬菜养分管理问题与对策∗

高　 伟１∗∗ꎬ 李明悦１ꎬ 杨　 军１ꎬ 黄绍文２∗∗∗ꎬ 唐继伟２

( １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ꎬ 天津　 ３００１９２ꎻ
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我国保护地蔬菜发展迅速ꎬ 但是在养分管理上也存在很多问题ꎮ 根据实际调查情况ꎬ 通过一系列的管

理措施ꎬ 实现保护地蔬菜的可持续发展ꎮ 通过对保护地蔬菜施肥管理等措施的调查ꎬ 及对土壤养分、 盐分及地

下水的调查ꎬ 更好的了解目前保护地蔬菜生产的现状ꎮ 保护地蔬菜生产过程中施肥不合理、 大水大肥、 有机肥

不安全施用等现象普遍存在ꎬ 导致土壤养分严重累积ꎬ 地下水污染严重ꎮ 根据保护地蔬菜生产现状ꎬ 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 合理控制肥料的投入量ꎬ 平衡施肥ꎬ 实现养分供应和吸收的同步调控ꎻ 有机物料部分替代化学肥料ꎻ
滴灌技术的推广ꎻ 新型肥料的推广ꎮ
关键词: 保护地蔬菜ꎻ 养分管理ꎻ 土壤调查ꎻ 养分管理对策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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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ꎻ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ｖｅｙ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产国ꎬ 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四成多ꎬ 均居世界第一ꎮ
２０１４ 年我国蔬菜播种面积约为 ２１ ２６ 亿亩ꎬ 总产量约 ７ 亿吨ꎬ 但播种面积仅占农作物总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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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 高伟ꎬ 副研究员ꎬ 博士ꎬ 主要从事土壤养分管理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ｖｉｖｉｇａｏ２００２＠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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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 １ / ８ꎬ 蔬菜产值约占种植业总产值的 １ / ３ꎮ 近年来ꎬ 设施蔬菜发展迅速ꎬ 目前已达到

５０００ 多万亩ꎬ 产值占蔬菜总产值的 ５０％ 以上 (图 １)ꎮ 设施蔬菜已成为许多地区的支柱产业ꎬ
极大增加了农民收入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ꎮ

图 １　 我国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　 我国保护地蔬菜肥料施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 １　 施肥量过大ꎬ 氮、 磷、 钾比例严重失调

设施蔬菜栽培具有特殊的栽培环境条件ꎬ 在半封闭半敞开的条件下ꎬ 有独特的水、 肥、 气、
热环境ꎬ 形成了具有保护地设施蔬菜特色的土壤养分特点ꎮ 设施栽培作为一种终年可以种植作物

的栽培形式ꎬ 能够形成蔬菜的反季生产ꎬ 冬季、 早春蔬菜价格高ꎬ 效益好ꎮ 因此ꎬ 在利益的驱动

下ꎬ 菜农盲目追求高产ꎬ 在菜地的灌水施肥上存在很大问题ꎮ
在山东省蔬菜种植地区ꎬ 每年氮肥的用量已经达到了 ２ ２２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ꎬ 灌溉量每年达到了

１ ８００ ｍｍ[１] ꎮ Ｓｕｎ 等[２]研究发现ꎬ 温室番茄习惯施肥 ４３％~ ６７％ 氮淋溶ꎬ ３％~ １４％ 氮挥发ꎻ 一般

来讲ꎬ 农民氮素平衡盈余超过 ２０％ 时ꎬ 即可能引起氮素对环境的潜在威胁ꎮ 对全国 ４００ 个菜田

耕层的土壤分析表明ꎬ ５７％ 的土壤硝态氮含量为 １００ ~ ３００ ｍｇ / ｋｇꎬ 其中 ３１％ 的样品在 ３００ ｍｇ / ｋｇ
以上ꎮ

针对天津市设施大棚调查的结果表明[３] ꎬ 土壤碱解氮钾的含量是相邻农田的 ３ ~ ４ 倍ꎬ 硝态

氮可以达到 ６ ~ ７ 倍ꎮ 根据相关调查发现ꎬ 种植大田作物的土壤ꎬ 其有机质和碱解氮含量仅为

１ ９３％ 、 ５３ ８ ｍｇ / ｋｇꎬ 而种植年限仅为 １ ~ ３ 年的设施大棚土壤其含量就增加到 ２ ５４％ 、
１１１ ６ ｍｇ / ｋｇꎬ 由此可见ꎬ 农民施肥使土壤中养分出现了大量累积ꎬ 并且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ꎬ
其累积强度更大ꎮ

而对于硝酸盐的淋溶更为严重ꎬ 种植大田作物的土壤ꎬ 其 ６０ ~ １００ ｃｍ 深的土层其硝酸盐含

量仅为 ２６ ３ ｍｇ / ｋｇꎬ 种植了 １ ~ ３ 年的设施蔬菜土壤其含量就可以达到 ９１ ０ ｍｇ / ｋｇꎬ 种植年限在

１０ 年以上的设施土壤其含量就可以达到 １７０ ０ ｍｇ / ｋｇꎬ 可见ꎬ 习惯施肥方式已经对地下水造成了

严重的污染ꎮ 从本课题组多年研究结果来看ꎬ 设施蔬菜的氮肥利用率在 １０％ 左右ꎮ 据有关资料

统计ꎬ 我国设施农业肥料利用率仅为以色列等设施农业发达国家肥料利用率的 １ / ６ ~ １ / ５ꎮ 菜地

土壤氮的大量累积对生态环境已经构成严重威胁ꎮ
１ ２　 有机肥过量施用ꎬ 质量难以保证

目前ꎬ 设施蔬菜化肥和有机肥的施用超量尤为严重ꎬ 化肥施用量一般为蔬菜需要量的 ３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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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ꎬ 甚至高达 １０ 倍ꎬ 有的一季黄瓜或番茄施用化肥就高达 １ ０００ ｋｇ / 亩以上ꎬ 并且一次底施鸡粪

１０ ｔ / 亩[４] ꎮ
保护地蔬菜在种植过程中由于茬口安排比较紧密ꎬ 有的农户施用的有机肥多为没有经过充分

腐熟ꎬ 或者购买的鸡粪或猪粪直接施入地里ꎬ 造成了大量了物理和生理性质的烧根ꎬ 而且为经过

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残留大量的寄生虫、 病毒和细菌ꎬ 导致蔬菜在种植过程中的土传病害ꎬ 危害蔬

菜生长ꎬ 造成减产ꎮ 长此以往ꎬ 将导致保护地无法种植ꎮ
目前ꎬ 农民用的有机肥多为动物粪便 (鸡粪和猪粪)ꎬ 缺少秸秆的配施ꎮ 现在蔬菜上多施用

的有机肥ꎬ 无论是农家肥还是商品有机肥中ꎬ 重金属含量都相对较高ꎮ 根据黄绍文等[４] 在 ２０１３
年调查的数据发现ꎬ 猪粪中 １５％ 的 Ａｓ 超标 (ｎ ＝ ２５５)ꎬ 商品猪粪中 ２０％ 的 Ｃｄ、 ７％ 的 Ａｓ 超标ꎬ
商品鸡粪中 １７％ Ｐｂ、 １７％ Ｃｒ、 １０％ Ｃｄ 超标 (ｎ ＝ １２６) (参考标准 ＮＹ ５２５—２０１２)ꎮ 在天津蔬菜

种植区调查中发现ꎬ 有机肥中和土壤中抗生素也有一定的检出率 (表 １) [５] ꎮ

表 １　 有机肥和土壤中抗生素调查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种类 Ｔｙｐｅ 检出率 (％ )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中间值 (ＤＷ)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ａｌｕｅ

最高值 (ＤＷ)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ｌｕｅ

有机肥 Ｍａｎｕｒｅ
(ｎ ＝ ９ꎬ ４ 个猪粪、 ５ 个鸡粪)
(ｎ ＝ ９ꎬ ４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ꎬ ５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四环素 ＴＣ ５６ １ ５ ｍｇ / ｋｇ ２２ ７ ｍｇ / ｋｇ
土霉素 ＯＴＣ ５６ ７ ３ ｍｇ / ｋｇ ３４ ８ ｍｇ / ｋｇ
金霉素 ＣＴＣ ７８ ６ ４ ｍｇ / ｋｇ ５６３ ８ ｍｇ / ｋｇ

土壤 Ｓｏｉｌ
(ｎ ＝ ２２ꎬ １０ 个温室、 ６ 个大棚、 ６ 个露地)
( ｎ ＝ ２２ꎬ １０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ｌｌꎬ ６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ａｌｌꎬ ６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

四环素 ＴＣ ３６ ２８ ９ μｇ / ｋｇ ４７７ ８ μｇ / ｋｇ

土霉素 ＯＴＣ １８ ９ ４ μｇ / ｋｇ １０５ ６ μｇ / ｋｇ

金霉素 ＣＴＣ ３２ ４８ ９ μｇ / ｋｇ ４７７ ８ μｇ / ｋｇ

　 　 Ｎｏｔｅ: ＴＣ—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ꎬ ＯＴＣ—Ｏｘｙ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ꎬ ＣＴＣ—Ｃｈｌｏｒ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１ ３　 中、 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蔬菜种植过程中ꎬ 缺素症的出现普遍存在ꎮ 而缺素症的产生不单纯是土壤缺素造成的ꎬ 而

是由于养分施用不均衡产生的ꎮ
１ ４　 施肥方法不当

目前ꎬ 在蔬菜种植过程中大水、 大肥现象普遍存在ꎬ 一般都采用漫灌施肥ꎬ 这将产生极大的

浪费ꎻ 而且施肥中的基肥和追肥比例不当ꎬ 追肥时间不当ꎻ 在施肥过程中ꎬ 建议氮肥要深施ꎬ 忌

氯蔬菜不宜过多使用氯化铵、 氯化钾ꎮ

２　 不合理施肥产生的问题

２ １　 土壤肥力的退化

不合理施肥将产生一系列的土壤问题ꎬ 如土壤盐渍化、 土壤养分失衡、 土壤板结、 土壤酸

化、 土壤污染及土壤生物多样性下降等ꎮ
２ ２　 化肥的肥效和当季利用率下降

主要是氮肥和磷肥过量投入ꎬ 利用率低、 浪费大ꎮ 根据我们多年的蔬菜试验ꎬ 氮肥的当季利

用率仅为 １０％ 左右ꎬ 而磷肥的利用率仅为 ５％ 左右ꎮ
２ ３　 蔬菜产品的安全性降低ꎬ 品质和口感较差

主要是由于大量施肥ꎬ 导致蔬菜体内硝酸盐和重金属的累积ꎬ 导致蔬菜口感较差ꎬ 不耐贮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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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施肥的环境效应令人担忧

蔬菜种植区氮肥施用量较大ꎬ 导致氨挥发和反硝化产生的氮氧化合物ꎬ 对大气造成污染ꎻ 硝

酸盐对地下水也产生了严重的污染ꎮ 根据调查发现ꎬ 菜田地区地下水硝态氮含量超标十分突出ꎬ
不论是化肥或是有机肥ꎬ 只要过量施用ꎬ 都会引起地下水的污染ꎮ

３　 我过保护地土壤状况

３ １　 我国保护地蔬菜有机质含量在中、 低水平

调查发现 (图 ２)ꎬ 低于土壤有机质临界值 (２０ ｇ / ｋｇ) 的土样数占 ３６ ９％ ꎻ 居于较高含量水

平 (３０ ~ ４０ ｇ / ｋｇ) 的占 １８ １％ ꎻ 处于高含量水平 (≥４０ ｇ / ｋｇ) 的仅为 １０ ０％ [６] ꎮ

图 ２　 保护地土壤有机质调查结果及其含量分布频率

Ｆｉｇ ２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３ ２　 温室和大棚土壤硝态氮、 速效磷和钾大量积累ꎬ 硝态氮和速效磷高量积累对生态环境构成

了严重威胁

调查发现 ( 图 ３ )ꎬ 保护地土壤硝态氮含量 ≥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温室占 ５３ ０％ ꎬ 大棚占

４５ ４％ ꎻ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的温室占 ３３ ０％ ꎬ 大棚占 ３０ ７％ ꎻ 低于临界值的温室占 ２２ ８％ ꎬ 大棚占

３２ ４％ ꎮ 保护地土壤速效磷含量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的温室占 ７７ ５％ ꎬ 大棚占 ５４ ６％ ꎻ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的

温室占 ５９ ３％ ꎬ 大棚占 ３５ ３％ ꎻ 低于临界值温室占 １１ ３％ ꎬ 大棚占 １９ ８％ ꎮ 保护地土壤速效钾

含量≥２００ ｍｇ / ｋｇ的温室占 ７０ ２％ ꎬ 大棚占 ４５ ７％ ꎻ ≥３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温室占 ４５ ３％ ꎬ 大棚占

２５ ９％ ꎻ 低于临界值温室占 １５ ４％ ꎬ 大棚占 ３２ ５％ ꎮ
３ ３　 温室和大棚土壤速效 Ｆｅ、 Ｍｎ、 Ｃｕ、 Ｚｎ 含量普遍处于中高含量水平

调查发现 (图 ４)ꎬ 保护地土壤速效锌含量≥３ ｍｇ / ｋｇꎬ 温室占 ７７ ９％ ꎬ 大棚占 ６７ ８％ ꎻ ≥５
ｍｇ / ｋｇꎬ 温室占 ６２ １％ ꎬ 大棚占 ５０ ３％ ꎻ 低于临界值温室占 １５ １％ ꎬ 大棚占 １９ ３％ ꎮ 保护地土

壤速效铜含量≥２ ｍｇ / ｋｇꎬ 温室占 ６９ ８％ ꎬ 大棚占 ７９ ０％ ꎻ ≥４ ｍｇ / ｋｇꎬ 温室占 ３３ ０％ ꎬ 大棚占

３４ ５％ ꎻ 低于临界值温室占 ４ ９％ ꎬ 大棚占 ２ ３％ ꎮ 保护地土壤速效铁含量≥１５ ｍｇ / ｋｇꎬ 温室占

７８ ６％ ꎬ 大棚占 ８４ ５％ ꎻ ≥２５ ｍｇ / ｋｇꎬ 温室占 ５４ ０％ ꎬ 大棚占 ６２ ９％ ꎻ 低于临界值温室占

８ ５％ ꎬ 大棚 占 ５ ４％ ꎮ 保 护 地 土 壤 速 效 锰 含 量 ≥ １０ ｍｇ / ｋｇꎬ 温 室 占 ８２ ４％ ꎬ 大 棚 占

８５ １％ ꎻ ≥２０ ｍｇ / ｋｇꎬ 温室占 ５２ ６％ ꎬ 大棚占 ５０ ０％ ꎻ 低于临界值温室占 ２ １％ ꎬ 大棚占 １ ７％ ꎮ
３ ４　 温室和大棚菜田土壤次生盐渍化严重

通过调查保护地土壤的电导率发现 (图 ５) [７] ꎬ 土壤处于中盐度以上的温室占 ２８ １％ ꎬ 大棚

占 ２９ ３％ ꎻ 超高盐度温室占 ９ ５％ ꎻ 大棚占 １４ ９％ ꎮ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ꎬ 土壤硝酸根的积累是引

起土壤次生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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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保护地土壤硝态氮、 速效磷和速效钾调查结果及其含量分布频率

Ｆｉｇ ３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Ｏ －
３ － Ｎꎬ ａｖａｉｌ Ｐꎬ ａｖａｉｌ Ｋ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３ ５　 温室和大棚菜田土壤 ｐＨ
根据调查发现 (图 ７)ꎬ 保护地土壤处于中性 (６ ５ ~ ７ ５) 的温室占 ２８ ９％ ꎬ 大棚占

３０ １％ ꎻ 酸性 (４ ５ ~ ６ ５) 土壤中温室占 ２５ ２％ ꎬ 大棚占 １９ ６％ ꎮ 从调查结果看ꎬ 温室和大棚

菜田土壤酸碱度中性化明显ꎬ 设施管理措施致土壤向酸化趋势发展ꎬ 应予以高度重视ꎮ
３ ６　 不同种植年限ꎬ 土壤养分出现累积

针对天津地区不同种植年限土壤养分调查发现 (图 ８) [３] ꎬ 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ꎬ 保护地土

壤各种养分出现了累积ꎬ 土壤质量不断下降ꎮ 壤碱解氮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随种植年限的增加而

增加ꎻ 硝态氮在表层和 ６０ ~ １００ ｃｍ 土层出现了累积ꎮ 土壤速效磷严重累积ꎻ 速效钾和有机质也

出现了一定的累积 (图 ９)ꎻ ≥１０ 年土壤全盐含量显著增加ꎬ 土壤酸化、 地下水全盐含量显著高

于对照 (图 １０)ꎻ 土壤中全量 Ｃｕ、 Ｚｎ、 Ａｓ、 Ｃｄ、 Ｃｒ 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而增加ꎬ > １０ 年棚龄的

大棚 Ｃｕ、 Ｚｎ、 Ｃｄ 呈显著性增加 (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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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保护地土壤速效铁、 锰、 铜、 锌调查结果及其含量分布频率

Ｆｉｇ ４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ｖａｉｌ Ｆｅꎬ ａｖａｉｌ Ｍｎꎬ ａｖａｉｌ Ｃｕ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 Ｚ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９１２

第 ３ 章　 蔬菜养分管理



图 ５　 保护地土壤 ＥＣ 调查结果及其含量分布频率

Ｆｉｇ ５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图 ６　 保护地土壤 ＥＣ 和 ＮＯ －
３ － Ｎ 相关分析

Ｆｉｇ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Ｃ ａｎｄ ＮＯ －
３ － 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图 ７　 保护地土壤 ＥＣ 调查结果及其含量分布频率

Ｆｉｇ ７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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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种植年限土壤碱解氮、 硝态氮及地下水硝酸盐含量

Ｆｉｇ ８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Ｎꎬ ＮＯ －
３ － 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ＮＯ －

３ － Ｎ 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图 ９　 不同种植年限土速效磷、 速效钾和有机质含量

Ｆｉｇ 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ａｎｄ Ｏ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图 １０　 不同种植年限土速全盐、 ｐＨ 和地下水全盐含量

Ｆｉｇ １０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ｔꎬ ｐＨ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表 ２　 不同种植年限土壤重金属调查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种类 Ｔｙｐｅ ＣＫ
种植年限 (年)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１ ~ ３ ４ ~ １０ > １０

Ｃｕ ２７ ９ ± ４ ３ ｃ ４８ ８ ± １６ ６ ｂ ５７ ５ ± １１ １ ｂ ８６ ５ ± １０ ０ ａ
Ｚｎ ８２ ３ ± ６ ３ ｃ １５３ １ ± ９ ０ ａ ｂ １４６ ６ ± ２ ４ ｂ １７８ ２ ± ４０ ７ ａ
Ａｓ ８ ７ ± ２ ４ ｂ ２１ ６ ± ６ ５ ａ ２３ １ ± ５ ７ ａ ２４ １ ± ４ ５ ａ
Ｃｄ ０ ３ ± ０ １ ｃ ０ ５ ± ０ ２ ｃ １ ２ ± ０ ４ ｂ １ ６ ± ０ ４ ａ
Ｃｒ ７５ ４ ± １３ ６ ａ ８４ ０ ± ２１ ４ ａ ８６ ０ ± １３ ８ ａ ９２ ４ ± ２６ ０ ａ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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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土壤养分管理策略与技术

４ １　 合理控制肥料的投入量ꎬ 平衡施肥ꎬ 实现养分供应和吸收的同步调控

主要做到养分投入与产出的平衡、 各种养分比例的平衡、 有机无机养分的平衡、 施肥时期平

衡 (种 / 基 / 追肥比例与数量平衡)、 施肥与耕层土壤养分分布的平衡ꎮ 在蔬菜种植过程中ꎬ 应根

据蔬菜产量、 土壤养分状况、 土壤肥力等不同因素确定适宜的施肥量ꎬ 达到平衡施肥的目的ꎮ 应

根据蔬菜的种类适当调整氮磷钾肥料的施用比例ꎬ 以确保养分平衡ꎮ 氮磷钾合理使用可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抑制作物因对氮素的过量吸收所产生的不良反应的作用ꎬ 提高蔬菜的品质ꎮ 同时应注意

微量元素的补充ꎮ
４ ２　 有机无机肥料之间配合施用的平衡

有机肥和化肥配合施用ꎬ 化学氮肥能促进有机氮的矿化率ꎬ 提高有机肥的肥效ꎬ 而有机氮又

可以促进化化学氮的生物固定ꎬ 减少氮损失ꎮ 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应注意有机无机肥料的最佳配施

比例ꎮ 在本课题组多年的定位研究发现ꎬ 设施蔬菜种植过程中ꎬ 在大量减少肥料施用的基础上采

用化肥、 猪粪和秸秆按 ２ １ １ 的比例进行配施ꎬ 对提高作物产量ꎬ 减少 Ｎ２Ｏ 的排放和

ＮＨ ＋
３ － Ｎ挥发效果显著[８￣１０] ꎮ

４ ３　 滴灌技术的推广

主要使用滴灌技术可以对蔬菜根系的营养需求进行及时、 定量、 均匀、 准确的滴灌施肥ꎬ 并

对土壤养分供应能力进行定量分析ꎮ 同时可以节水、 节肥 > ３０％ 、 氮肥利用率 > ４０％ 、 增

产 > １５％ 、 增收 > ２０％ 、 节省人工成本、 改善棚内环境ꎬ 减少病虫害发生ꎮ
４ ４　 科学施肥技术和专用肥的使用

保护地蔬菜种植过程中对肥和水需求量较大ꎬ 采用滴灌施肥技术ꎬ 可以对蔬菜根系的营养需

求进行及时、 定量、 均匀、 准确的综合施水量ꎬ 并对土壤养分供应能力进行了定量分析ꎬ 可以大

量减少水肥的用量ꎮ 专用肥的使用可避免农民在蔬菜种植中进行盲目施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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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无机肥料配合施用对设施蔬菜
氮吸收及土壤硝态氮动态变化的影响∗

高　 伟１∗∗ꎬ 李明悦１ꎬ 杨　 军１ꎬ 黄绍文２∗∗∗ꎬ 唐继伟２

( １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ꎬ 天津　 ３００１９２ꎻ
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在平衡施肥的基础上ꎬ 研究了有机无机肥料配合施用模式对设施春茬番茄—秋冬茬芹菜对氮吸收及

土壤硝态氮动态变化的影响ꎮ 利用番茄—芹菜轮作田间试验ꎬ 采用不同施肥模式研究作物对氮的累积及土壤

硝态氮的动态变化ꎮ 番茄生育期间氮在植株体内的累积量逐渐增加ꎬ 但是增加肥料的投入 ( ＣＦ 处理) 仅为增

加茎叶中氮素的累积ꎬ 对增加果实中氮的累积量效果不大ꎻ 芹菜叶和茎中氮的累积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ꎬ 尤

其在成熟期叶中氮的累积量快速增加ꎻ 在番茄—芹菜种植过程中ꎬ 土壤 (０ ~ ２０ ｃｍ) 中硝态氮的含量呈先升

高后降低 (除番茄茬的 ＮＰＫ 和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处理) 的变化过程ꎮ 番茄在生长前期应注重氮肥的施用ꎬ 而芹

菜在整个生育期都应注重氮素的施用ꎻ 有机肥与缓控释肥配合施用可显著降低硝态氮在表层土壤中的残留ꎬ
而农民常规施肥由于有机肥和化肥的施用量较大ꎬ 导致土壤中硝态氮的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ꎻ 在本试验条

件下ꎬ 有机肥和缓控释肥相结合的施肥方式更适合番茄的种植ꎬ 而芹菜更适合有机无机肥料配合施用的施肥

方式ꎮ
关键词: 有机无机肥料配合施用ꎻ 缓控释肥ꎻ 设施蔬菜ꎻ 氮素吸收累积ꎻ 土壤硝态氮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ｏ Ｗｅｉ １∗∗ꎬ Ｌｉ Ｍｉｎｇｙｕｅ １ꎬ Ｙａｎｇ Ｊｕｎ １ꎬ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ａｏｗｅｎ２∗∗∗ꎬ Ｔａｎｇ Ｊｉｗｅ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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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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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ꎻ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ｏｍ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ｅｌｅｒ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ꎻ Ｓ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ꎻ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ꎻ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ꎻ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

施用氮肥是保证作物高产优质的必要手段之一ꎬ 减少氮素的供应通常会降低作物的收获指

数[１] ꎮ 人们通常认为ꎬ 蔬菜为喜肥尤其是喜氮肥作物ꎬ 大量施用氮肥有利于提高蔬菜的产量[２] ꎮ
因此ꎬ 在蔬菜生产中过量施用氮肥的现象十分严重ꎬ 一些地方的氮肥投入量超过蔬菜生长需求的

数倍ꎬ 氮磷钾施用比例极不平衡ꎮ Ｊｕ[３]在山东省惠民县设施蔬菜产区的调查显示ꎬ 氮肥 (Ｎ) 年

均施用量为 ４ ６７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是对照农田的 ７ ０ 倍ꎬ 超过蔬菜需求量数倍ꎮ 徐海英等[４]对山东寿光

温室肥料投入情况的调查显示ꎬ 氮肥 ( Ｎ) 每年平均投入量为 ４ ０８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而盈余量达到

３ ２１４ ｋｇ / ｈｍ２ꎮ 在如此高的氮肥投入下ꎬ 氮肥当季利用效率不足 １０％ [５] ꎮ 对天津市设施菜田调

查结果表明ꎬ 土壤硝态氮含量是相邻农田的 ４ ~ １０ 倍[１１] ꎮ 施用有机肥可以提高土壤肥力[６] ꎬ 设

施菜田施用有机肥比较普遍ꎮ 研究表明ꎬ 施用有机肥能够降低土壤硝酸盐的积累[７] ꎬ 并可提高

蔬菜产量和改善蔬菜品质[８] ꎮ 同时ꎬ 在蔬菜种植过程中施用缓控释肥也是提高蔬菜产量、 增加

氮素吸收、 减少氮素淋溶损失的有效途径[９] ꎮ
番茄—芹菜是天津近郊设施蔬菜种植主要轮作方式ꎬ 本研究以这两种蔬菜为研究对象ꎬ 研究

有机无机肥料配合施用对设施番茄和芹菜对氮的吸收、 累积、 氮分配及土壤硝态氮含量的动态变

化影响ꎬ 以探明番茄—芹菜轮作制度下养分吸收规律ꎬ 为优化施肥技术ꎬ 减少化肥用量ꎬ 提高肥

料利用率ꎬ 增加菜农的经济效益、 减少环境的污染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本试验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在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进行ꎮ 试验区域属暖温

带半湿润大陆气候ꎬ 全年平均温度 １１ ６℃ ꎬ 全年日照总量 ２ ８１０ ４ ｈꎬ 全年无霜期 ２０３ ｄꎬ 自然降

水总量 ５８６ ｍｍꎬ 供试土壤类型为潮土ꎬ 中壤土ꎬ 地下水埋深为 ０ ９ ｍꎮ 前茬作物为芹菜ꎮ 番茄

种植前土壤基本性状见表 １ꎮ

表 １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ｓｏｉｌ

土壤层次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ｐＨ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ｇ / ｋｇ)
硝态氮
ＮＯ －

３ ￣Ｎ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０ ~ ２０ ｃｍ ７ ８ ２５ ３ ９９ ３ １００ ０ ２７８ ６

供试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ꎬ 品种为金冠 ５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育苗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定植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开始采收ꎬ ６ 月 ２０ 日采收结束ꎻ 芹菜 (Ａｐｕｍ 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品种为文图

拉ꎬ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育苗ꎬ ９ 月 ２３ 日定植ꎬ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收获ꎮ
５２２

第 ３ 章　 蔬菜养分管理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４ 个处理: 全部施用化肥氮 (４ / ４ＣＮ)ꎬ ２ / ４ 化肥氮 ＋ ２ / ４ 猪粪氮 (２ / ４ＣＮ ＋
２ / ４ＭＮ)ꎬ ２ / ４ 缓释氮 ＋ ２ / ４ 猪粪氮 ( ２ / ４ＳＲＮ ＋ ２ / ４ＭＮ)ꎬ 习惯施肥 ( ＣＦ)ꎮ 处理 ４ / ４ＣＮ、
２ / ４ＣＮ ＋ ２ / ４ＭＮ、 ２ / ４ＳＲＮ ＋ ２ / ４ＭＮ 等量氮磷钾ꎬ 番茄茬施用的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总量分别为

５２５ ｋｇ / ｈｍ２、 ２２５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６７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芹菜茬施用的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总量分别为 ６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７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处理 ＣＦ 中ꎬ 番茄茬施用的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用量分别为 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芹菜茬施用的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用量分别为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６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两茬作物猪粪施入量均为 ３０ ｔ / ｈｍ２ꎮ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 随机排列ꎬ 小区面积为

２３ ４ ｍ２ (３ ６ ｍ × ６ ５ ｍ)ꎮ 番茄株行距分别为 ０ ３６ ｍ 和 ０ ６０ ｍꎬ 种植密度为 ４６ １５４ 株 / ｈｍ２ꎻ 芹

菜株行距分别为 ０ １５ ｍ 和 ０ １６ ｍꎬ 种植密度为 ４２０ ５２５ 株 / ｈｍ２ꎮ 处理 ４ / ４ＣＮ 和 ２ / ４ＣＮ ＋ ２ / ４ＭＮ
根据作物需肥规律进行施肥ꎬ 番茄 ２０％ 的 Ｎ、 ７０％ 的 Ｐ２Ｏ５ 和 ３０％ 的 Ｋ２Ｏ 基施ꎬ 其余部分的 Ｎ 和

Ｋ２Ｏ 分 ４ 次追施ꎬ 其中ꎬ Ｎ 追施的量分别为 ３０％ 、 ３０％ 、 １０％ 、 １０％ ꎬ Ｋ２Ｏ 追施的量分别为

２０％ 、 ２５％ 、 ２０％ 、 ５％ ꎬ 剩余磷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追肥各施入 １５％ ꎮ 处理 ２ / ４ＳＲＮ ＋ ２ / ４ＭＮ
的 Ｎ １００％ 基施ꎬ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与处理 ４ / ４ＣＮ 和 ２ / ４ＣＮ ＋ ２ / ４ＭＮ 施用方法相同ꎮ 处理 ＣＦ 采用习惯

施肥方式ꎬ 即 ２０％ 的 Ｎ 和 ８０％ 的 Ｐ２Ｏ５ 基施ꎬ 其余部分的 Ｎ、 Ｐ２Ｏ５ 和全部 Ｋ２Ｏ 平均分 ４ 次追施ꎮ
芹菜 ２０％ 的 Ｎ、 ７０％ 的 Ｐ２Ｏ５ 和 ２０％ 的 Ｋ２Ｏ 基施ꎬ 其余部分的 Ｎ 和 Ｋ２Ｏ 分 ３ 次追施ꎬ 其中ꎬ Ｎ 追

施的量分别为 １０％ 、 ３５％ 、 ３５％ ꎬ Ｋ２Ｏ 的追施的量分别为 ２０％ 、 ３０％ 、 ３０％ ꎬ 剩余的 Ｐ２Ｏ５ 在第

一次追施时全部施入ꎻ 处理 ２ / ４ＳＲＮ ＋ ２ / ４ＭＮ 的 Ｎ １００％ 基施ꎬ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与处理 ４ / ４ＣＮ 和 ２ / ４
ＣＮ ＋ ２ / ４ＭＮ 施用方法相同ꎻ 处理 ＣＦ 采用习惯施肥方式ꎬ 即 ４０％ 的 Ｎ 和 １００％ 的 Ｐ２Ｏ５ 基施ꎬ 其

余部分的 Ｎ 和全部 Ｋ２Ｏ 分 ３ 次追施ꎬ 其中ꎬ Ｎ 追施的量分别为 １０％ 、 ２５％ 、 ２５％ ꎬ Ｋ２Ｏ 追施的

量分别为 ２５％ 、 ３５％ 、 ４０％ ꎬ 有机肥全部基施ꎮ 处理 ４ / ４ＣＮ、 ２ / ４ＣＮ ＋ ２ / ４ＭＮ、 ２ / ４ＳＲＮ ＋ ２ / ４ＭＮ
是根据田间持水量进行灌溉ꎬ 当田间持水量低于 ６０％ 时开始灌溉ꎻ 处理 ＣＦ 采用习惯灌溉方式ꎬ
即定期采用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ꎮ 病虫害防治及除草等日常管理按照当地农民习惯进行ꎮ

试验所施用的化肥为尿素 (含 Ｎ ４６％ )、 过磷酸钙 (含 Ｐ２Ｏ５ １２％ )、 氯化钾 (含 Ｋ２Ｏ
６０％ )、 磷酸二氢钾 (含 Ｐ２Ｏ５ ５２％ ꎬ 含 Ｋ２Ｏ ３４％ )ꎻ 缓释氮肥为树脂包衣尿素 (含 Ｎ ４６％ )ꎬ 释

放时间为 ９０ ｄ (北京首创新型肥料制造有限公司生产)ꎻ 有机肥为商品有机肥 (主要成分为猪

粪)ꎬ 其养分含量为 Ｎ￣Ｐ２Ｏ５ ￣Ｋ２Ｏ ＝ １ ５％ ￣０ ９％ ￣１ ０％ (湿基)ꎬ 有机质含量为 ２１ ８％ ꎬ 水分含

量 ２９％ ꎮ
１ ３　 项目测定及方法

番茄播种前ꎬ 采集表层 (０ ~ ２０ ｃｍ) 土壤ꎬ 测定其 ｐＨ、 有机质、 硝态氮、 速效磷和速效钾

含量ꎻ 番茄果实开始采收时ꎬ 每个小区单独测定产量ꎬ 并在番茄苗期和拉秧时及每次施肥之前进

行植株和土壤 (０ ~ ２０ ｃｍ) 样品采集ꎬ 当番茄结果时ꎬ 植株和果实分开取样ꎬ 共采集番茄植株

样品 ６ 次ꎬ 果实样品 ３ 次ꎬ 土壤样品 ５ 次ꎻ 芹菜收获时ꎬ 每个小区单独测定产量ꎬ 并在芹菜苗期

和收获期及每次施肥之前进行植株和土壤 (０ ~ ２０ ｃｍ) 样品采集ꎬ 芹菜植株茎、 叶分开取样ꎬ
共采集植株茎、 叶样品 ４ 次ꎬ 土壤样品 ４ 次ꎮ 植株烘干后测定全氮含量ꎬ 土壤风干后测定硝态氮

含量ꎮ
植株全氮含量采用硫酸—过氧化氢消煮ꎬ 消煮液碱化后用蒸馏定氮法测定ꎻ 土壤硝态氮采用

２ ｍｏｌ / Ｌ ＫＣｌ 溶液浸提—双波长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ꎮ
１ ４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６２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施肥模式对番茄和芹菜不同器官氮累积量动态变化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 在番茄和芹菜整个生育期ꎬ 植株对氮素的累积量不断增加ꎬ 芹菜植株对氮

素的累积量要高于番茄ꎻ 番茄茎叶对氮素的累积量要高于果实的ꎬ 芹菜叶对氮素的累积量要高于

茎的ꎮ
番茄定植后ꎬ 氮素在茎叶中的累积量增加较快ꎬ 到了定植后的 ６０ ~ ８４ ｄꎬ 氮素的累积量增加

较慢ꎬ 之后直到拉秧时ꎬ 氮素在番茄茎叶中的累积量又增长较快ꎻ 不同处理之间ꎬ 氮素在茎叶中

的累积量略有差别ꎬ 处理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从番茄生长前期到结果初期 (８４ ｄ)ꎬ 茎叶对氮素的

累积量都高于其他处理ꎬ 但是从结果初期以后到拉秧期ꎬ 茎叶对氮素的累积量增加缓慢ꎬ 到了拉

秧时ꎬ 茎叶对氮素的累积量最低 (１００ ２ ｋｇ / ｈｍ２ )ꎻ 处理 ＣＦ 则正与其相反ꎬ 在番茄生长前期茎

叶中氮素累积量较低ꎬ 但是到了结果期ꎬ 茎叶对氮素的累积量快速增加ꎬ 到了拉秧时茎叶中氮素

的累积量达到了 １３８ ９ ｋｇ / ｈｍ２ꎬ 为各处理中最高ꎮ 处理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在番茄结果期茎叶对氮素

累积量增加缓慢ꎬ 到了结果后期 (９８ ~ １１７ ｄ)ꎬ 茎叶对氮素的累积量快速增加ꎬ 拉秧时茎叶氮素

的累积量为 １２７ 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仅次于处理 ＣＦꎮ 随着番茄的采收ꎬ 番茄果实对氮素的累积量不断增

加ꎬ 但是各处理之间果实对氮素的累积量差别不大ꎬ 到了果实采收结束时ꎬ 不同处理果实对氮素

的累积量都维持在 ６８ ０ ~ ７３ ７ ｋｇ / ｈｍ２ꎮ
芹菜在定植后 ４０ ｄ 内ꎬ 叶中氮素的累积量快速增加ꎬ 但是不同处理之间差异很小ꎻ 从定植

后的 ４０ ~ ９５ ｄꎬ 叶对氮素的累积量比较缓慢ꎬ 尤其是仅施用氮磷钾化肥的处理ꎬ 叶中氮的累积量

仅增加了 ５ ６ ｋｇ / ｈｍ２ꎬ 增加最快的为处理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ꎬ 增加了 ２１ ５ ｋｇ / ｈｍ２ꎻ 从定植后的

９５ ｄ到收获时ꎬ 各处理芹菜叶对氮素的累积量快速增加ꎬ 在收获时ꎬ 处理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叶对氮

素的累积量最高ꎬ 达到了 １７９ 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累积量最低的为只施用氮磷钾化肥 (ＮＰＫ) 处理ꎬ 累

积量仅为 １０８ ６ ｋｇ / ｈｍ２ꎮ 芹菜茎中氮素累积量随着芹菜的生长不断增加ꎬ 但是其累积量变化规律

正好与叶中氮累积量变化规律相反ꎬ 即在定植后的 ４０ ｄ 内ꎬ 茎中氮素的累积量较为缓慢ꎬ 而在

４０ ~ ９５ ｄꎬ 累积速度较快ꎬ 从 ９５ ｄ 到收获期ꎬ 茎中氮素累积速度减慢ꎻ 但是处理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在芹菜整个生育期ꎬ 茎中氮素累积量增加的较为平缓ꎬ 尤其在定植后的 ７１ ｄ 以后ꎬ 其茎

中氮的累积速度明显低于其他处理ꎬ 到了收获期ꎬ 其茎中氮素的累积量仅为 ８０ ７ ｋｇ / ｈｍ２ꎬ 而处

理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中茎对氮的累积量最高ꎬ 达到了 １１１ ４ ｋｇ / ｈｍ２ꎮ
２ ２　 不同施肥模式对番茄和芹菜氮分配及单位产量养分需求量的影响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 芹菜对氮素的需求量要高于番茄对氮素的需求量ꎬ 其中番茄氮素的吸收量

在 １６４ ４ ~ ２０４ ６ ｋｇ / ｈｍ２ꎬ 而芹菜氮素的吸收量可达到 ２１５ ５ ~ ２９０ ８ ｋｇ / ｈｍ２ꎮ 番茄和芹菜不同部

位对氮素的累积量存在一定差异ꎬ 番茄吸收的氮素主要积累在茎叶中ꎬ 可占总吸收量的 ６０ ９％~
６７ ９％ ꎬ 果实中氮的累积量仅占氮素总吸收量的 ３２ １％ ~ ３９ １％ ꎻ 芹菜吸收的氮素有 ５１ ２％ ~
６２ ６％ 累积在叶中ꎬ 茎中氮素的累积量占总吸收量的 ３７ ４％~ ４８ ８％ ꎮ

番茄在收获时ꎬ 不同处理对氮素的累积量存在显著性差异ꎮ 其中ꎬ 处理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氮

素总累积量为 １６４ 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明显低于其他处理ꎬ 其茎叶中的累积量占总吸收量的 ６０ ９％ ꎬ 为

各处理最低ꎬ 果实中氮素的累积量占总吸收量的 ３９ １％ ꎬ 为各处理最高ꎬ 这说明处理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能促进番茄果实对氮素的吸收ꎬ 促进其产量增加ꎬ 所以处理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产量最高

(９５ ６２４ ｋｇ / ｈｍ２)ꎻ 处理 ＣＦ 虽然氮素的总累积量最高ꎬ 但是其吸收的氮素有 ６７ ９％ 都累积在茎

叶中ꎬ 而只有 ３２ １％ 转移到果实中ꎬ 所以其产量并不是各处理中最高的 (９４ ０２２ ｋｇ / ｈｍ２)ꎮ
芹菜在收获时ꎬ 不同处理之间ꎬ 叶对氮素的累积量差异较大ꎬ 其中ꎬ 处理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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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对氮素的累积量达到了 １７９ 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ꎬ 其次是处理 ＣＦꎬ 叶中氮素的累积

量为 １５７ ３ ｋｇ / ｈｍ２ꎬ 仅施用氮磷钾化肥的处理 (ＮＰＫ)ꎬ 叶中氮素的累积量只有 １０８ ６ ｋｇ / ｈｍ２ꎬ
显著低于其他处理ꎻ 茎中氮素的累积量各处理之间差异较小ꎬ 其中ꎬ 处理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茎中

氮素的累积量最高ꎬ 达到了 １１１ ４ ｋｇ / ｈｍ２ꎬ 但是与 ＮＰＫ 和处理 ＣＦ 之间差异不显著ꎬ 处理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芹菜茎的氮素累积量最低ꎬ 仅为 ８０ ７ ｋｇ / ｈｍ２ꎮ 从产量上看ꎬ 处理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芹菜产量为 １４ １６７ ｋｇ / ｈｍ２ꎬ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ꎮ 可见ꎬ 氮素吸收量的增加可促进芹菜产

量的形成ꎮ
生产 １ ０００ ｋｇ 产品所需要的氮量ꎬ 不同作物之间略有差别 (表 ３)ꎬ 生产 １ ０００ ｋｇ 番茄所需

要的氮量要高于芹菜ꎻ 而不同处理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ꎬ 在番茄的生产中需氮量大小顺序为

ＣＦ >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 ＮＰＫꎬ 而芹菜的生产过程中需氮量的大小顺序为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 ＣＦ >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 ＮＰＫꎮ 在 ４ 个处理中ꎬ 农民习惯施肥处理养分效率最低

(产量 / 养分吸收量[２１￣２２] )ꎬ 说明在同等地力水平下采用处理 ＣＦ 时需要投入更多的养分来实现

高产ꎮ

图 １　 番茄和芹菜不同器官氮累积量动态变化

Ｆｉｇ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ｃｅｌｅ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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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番茄和芹菜各器官氮分配

Ｔａｂｌｅ ２　 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ｎｄ ｃｅｌｅｒｙ

品种
Ｔｙｐ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ＦＷ)

番茄茎叶 / 芹菜叶
Ｓｔｅｍ ｌｅａｆ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 Ｌｅａｆ ｏｆ ｃｅｌｅｒｙ

番茄果实 / 芹菜茎
Ｆｒｕｉｔ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
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ｅｌｅｒｙ

累积量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ｋｇ / ｈｍ２ )

所占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累积量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ｋｇ / ｈｍ２ )

所占比例
Ｒａｔｉｏ
(％ )

番茄
Ｔｏｍａｔｏ

ＮＰＫ ８９ ４２８ ± ６４１ｃ １１４ ７ ± ６ ２ ｂ ６３ ９ ６４ ８ ± ２ ０ ｂ ３６ １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９４ ４４９ ± ８０７ａｂ １２７ １ ± ９ ９ ａｂ ６５ ０ ６８ ５ ± ２ ０ ａ ３５ ０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９５ ６２４ ± ６６７ａ １００ ２ ± ３ ２ ｃ ６０ ９ ６４ ２ ± １ １ ｂ ３９ １

ＣＦ ９４ ０２２ ± ６６７ｂ １３８ ９ ± ５ ２ ａ ６７ ９ ６５ ７ ± １ １ ａｂ ３２ １

芹菜
Ｃｅｌｅｒｙ

ＮＰＫ １５３ ６４０ ± ３ ５１６ｂ １０８ ６ ± ５ ９ ｄ ５１ ２ １０３ ６ ± ０ ９ ａｂ ４８ ８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１６０ ６９２ ± １ ２１４ａ １７９ ４ ± ６ ３ ａ ６１ ７ １１１ ４ ± ５ １ ａ ３８ ３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１４１ ６７４ ± １ ９２３ｃ １３４ ８ ± ５ １ ｃ ６２ ６ ８０ ７ ± １４ ６ ｂ ３７ ４

ＣＦ １５２ ２５１ ± ４ ７２２ｂ １５７ ３ ± １１ ７ ｂ ６１ ３ ９９ ３ ± ２１ ３ ａｂ ３８ ７

表 ３　 生产 １ ０００ ｋｇ 产品所需氮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１ ０００ ｋ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生产 １ ０００ ｋｇ 产品氮需求量 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１ ０００ ｋ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ｋｇ)

番茄 Ｔｏｍａｔｏ 芹菜 Ｃｅｌｅｒｙ

ＮＰＫ ２ ０１ １ ３８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２ ０７ １ ８１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 １ ７２ １ ５２

ＣＦ ２ １８ １ ６９

２ ３　 不同施肥模式对土壤硝态氮动态变化的影响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 在番茄￣芹菜种植过程中ꎬ 土壤 (０ ~ ２０ ｃｍ) 中硝态氮的含量呈先升高后

降低 (除番茄茬的处理 ＮＰＫ 和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的变化过程ꎮ 其中缓控释肥和有机肥配合施肥

处理 (１ / ２ＳＲＮ ＋ １ / ２ＯＮ)ꎬ 在定植后的 ４０ ｄ 左右ꎬ 土壤硝态氮含量达到 １３６ ９ ~ １４１ ６ ｍｇ / ｋｇꎬ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ꎬ 之后呈下降趋势ꎬ 在收获时期ꎬ 土壤硝态氮含量为 ９ ５ ~ １６ ５ ｍｇ / ｋｇꎬ 低于

其他处理ꎻ ＣＦ 处理在整个生育期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过程ꎬ 但是变化过程较其他处理平缓ꎬ
在收获期土壤硝态氮含量为 ４８ ３ ~ ５９ １ ｍｇ / ｋｇꎬ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ꎻ 在西红柿季ꎬ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处理在定植后的 ４２ ｄ 内呈下降趋势ꎬ 之后到收获期土壤硝态氮含量在 ４８ ３ ~ ３１ ９ ｍｇ / ｋｇꎬ
变化较为平缓ꎻ 全部施用化肥处理ꎬ 在生个生育期都呈下降趋势ꎮ 在芹菜季ꎬ １ / ２ＣＮ ＋ １ / ２ＯＮ 处

理在整个生育期内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ꎬ 在定植后的 ７１ ~ ９５ ｄ 变化较为平缓ꎬ 之后又呈

下降趋势ꎻ 全部施用化肥处理 (ＮＰＫ)ꎬ 在定植后的 ４２ ｄꎬ 土壤硝态氮含量为 ８３ ５ ｍｇ / ｋｇꎬ 显著

低于其他处理ꎬ 之后呈下降趋势ꎮ

３　 讨论

植株中的养分含量和累积量及其变化动态ꎬ 直接关系到作物生产中肥料施用量和施用时间的

确定[１０] ꎮ 在肥料的选择上ꎬ 化肥的肥效较快ꎬ 易被作物吸收利用ꎬ 但也较易发生淋洗损失而污

染地下水ꎻ 而有机肥由于分解缓慢ꎬ 具有长效性ꎬ 但不能满足作物前期生长的需要ꎮ 因此ꎬ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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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无机肥料配施可协调养分平衡供应ꎬ 满足作物整个生育期对养分的需求ꎬ 同时也可以减少化

肥的用量[１１] ꎮ 合理的有机无机肥料配合施用可以提高作物产量ꎬ 并促进植株对氮素的吸收[１２] ꎮ
从本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出ꎬ 整个生育期地上部植株对养分累积动态表明ꎬ 蔬菜作物对氮素的最大

需求期不同ꎬ 而且不同蔬菜品种也有差别ꎮ 为了及时补充作物所需的养分ꎬ 提高作物产量及养分

利用率ꎬ 番茄作为果菜类蔬菜ꎬ 苗期—结果初期植株对氮素的累积量可以占到总累积量的

５０ ２％~ ７７ ８％ ꎬ 在这个阶段应注重氮肥的施用ꎬ 以形成强大的茎叶群体ꎬ 这更有利于茎叶中氮

素向果实中转移ꎬ 从而形成较高的产量ꎮ 而叶菜类蔬菜ꎬ 在整个生育期对氮素的需求量都较大ꎬ
尤其芹菜叶子部分ꎬ 在成熟期氮素的累积量还可以达到 ３９ ４％~ ５２ ０％ ꎬ 因此ꎬ 在生长的整个时

期都应该注重氮素的供应ꎬ 采用有机无机配合施肥能更好使化肥的速效养分与有机肥的缓效养分

相结合ꎬ 能更好的满足叶菜类蔬菜的生长ꎬ 从而实现高产ꎮ 缓控释肥的选择可更好的减少硝态氮

在土壤中的残留ꎬ 在番茄上采用有机肥和缓控释肥相结合施肥方式ꎬ 能更好的满足作物的生长需

求ꎬ 提高作物产量ꎬ 而芹菜上使用这种方式ꎬ 到了生长后期ꎬ 缓控释肥释放的速效养分逐渐减

少ꎬ 难以满足叶菜类作物生长需要ꎬ 导致产量下降ꎮ

图 ２　 土壤硝态氮含量动态变化

Ｆｉｇ 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ＮＯ －
３ －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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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方式对滴灌加工番茄干物质积累、 养分吸收和产量的影响∗

李青军１ꎬ２∗∗ꎬ 张　 炎１ꎬ２∗∗∗ꎬ 胡　 伟１ꎬ 王金鑫１ꎬ２ꎬ 哈丽哈什１ꎬ２

( １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ꎬ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９１ꎻ
２农业部荒漠绿洲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重点实验室ꎬ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９１)

摘　 要: 研究施肥方式对滴灌加工番茄干物质积累、 产量及养分吸收的影响ꎮ 通过田间试验ꎬ 研究加工番茄的

优化氮磷钾配比和基追比例ꎬ 测定加工番茄干物质、 养分吸收量和产量ꎮ 在氮肥全部滴灌追施和 ７０％ 钾肥初果

期之后滴灌追施的情况下ꎬ 磷肥 ６５％ 基施和 ３５％ 初果期之前滴灌追施 (优化处理) 比磷肥全部基施的加工番茄

干物质提高 １１ ５１％ ꎬ 产量增加 ３ ５９％ ꎬ 氮、 磷、 钾肥的利用率分别提高了 ６ ０６、 ４ １５ 和 ５ ２６ 个百分点ꎮ 初果

期之前滴灌追施氮肥和磷肥ꎬ 初果期之后滴灌追施氮肥和钾肥的滴灌配方肥处理产量显著小于优化处理ꎬ 但两

种滴灌配方肥处理的加工番茄养分吸收量与优化处理相当ꎬ 都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ꎮ 加工番茄初果期之前滴

施氮和磷、 初果期之后滴施氮和钾能够增加加工番茄产量ꎬ 提高肥料利用率ꎮ
关键词: 施肥方式ꎻ 加工番茄ꎻ 干物质ꎻ 养分吸收ꎻ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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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独特的气候条件适宜加工番茄生长ꎬ 有利于红色素和干物质的形成ꎬ 种植的加工番茄红

色素、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ꎬ 霉菌、 病害少ꎬ 国际公认品质优于美国、 意大利等主产国ꎬ 是世界

上适宜种植加工番茄的少数地区之一ꎮ 新疆已与美国加州、 地中海并列为世界三大番茄酱产区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加工番茄产量约占世界的 １ / ４ꎬ 其中新疆加工番茄种植面积 ７ 万公顷ꎬ 产量 ７３５ 万

吨ꎬ 番茄制品总量达到 ７８ 万吨ꎬ 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９０％ [１] ꎮ 加工番茄是新疆适宜种植区农民

的主要种植作物和收入来源ꎬ 成为新疆举足轻重的 “红色产业”ꎮ 由于加工番茄果实采收期较

长ꎬ 产量高ꎬ 土壤养分移出量大ꎬ 需要充足的养分供应ꎬ 特别是充分的氮磷钾供应是保证加工番

茄高产稳产的重要因素ꎮ 然而在生产中ꎬ 由于作物养分需求和养分供给的不平衡引起的施肥增产

效率也在逐渐地下降ꎬ 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２￣３] ꎮ 施肥对加工番茄产量

的影响已有大量报道ꎬ 施肥对提高加工番茄产量有显著效果ꎬ 氮、 磷配施效果大于单施效果ꎬ 过

多的氮肥投入反而影响番茄的产量[４] ꎻ 氮肥是控制加工番茄产量的主因素ꎬ 最佳施用量为 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在氮肥保持高产施用量时ꎬ 磷、 钾肥的施用量及其比例是控制加工番茄产量的第二因

素ꎬ 最佳施用量分别为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最佳比例为 ７５[５] ꎮ 施用的氮磷钾的增产顺序

是氮肥 > 磷肥 > 钾肥ꎬ 不同的用量配比直接影响番茄的产量ꎬ 经济性状和经济效益的提高ꎬ 三

者配合施用增产效果最佳ꎬ 当三者相应的比例为 ９３２ 时ꎬ 肥效最佳[６] ꎮ 因此ꎬ 如何利用滴

灌施肥系统在作物各需肥阶段追施肥料ꎬ 提高肥料有效性和肥料利用效率ꎬ 使作物在养分临界期

不至于缺肥ꎬ 在养分最大效率期充分发挥肥料的效应ꎬ 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ꎬ 即依据

土壤和作物的养分供给和需求状况ꎬ 提供科学的施肥方式及合理的养分配比ꎬ 同时评价高效水肥

管理下的养分利用率ꎮ 本试验以新疆加工番茄高产、 优质、 高效为目标ꎬ 通过优化氮磷钾配比、
施用时期、 基追比例及滴灌肥配方试验ꎬ 研究其对加工番茄干物质积累、 养分吸收及产量的影

响ꎬ 探讨不同的氮、 磷、 钾配比与加工番茄养分吸收和产量的关系ꎬ 寻求提高氮磷钾养分利用效

率的高效施肥技术和滴灌肥配方ꎬ 充分发挥肥料的最大效应ꎬ 为新疆滴灌加工番茄水肥高效利用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试验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１ 年在新疆昌吉兵团灌溉中心试验站进行ꎬ 土壤为灰漠土ꎬ 土壤理化状况由 ＡＳＩ
法测定[７] ꎬ 有机质 １ ０４％ ꎬ ＮＨ ＋

４ ￣Ｎ １０ ４ ｍｇ / Ｌꎬ ＮＯ －
３ ￣Ｎ １４ ５ ｍｇ / Ｌꎬ 有效磷 ９ ７ ｍｇ / Ｌꎬ 速效钾

１５２ ５ ｍｇ / Ｌꎬ 有效锌 １ ８ ｍｇ / Ｌꎬ 有效硼 ０ ８３ ｍｇ / Ｌꎬ ｐＨ 值为 ８ ４ꎮ 加工番茄供试品种为屯河 ９
号ꎬ 采取膜下滴灌种植ꎬ 一膜 ２ 行ꎬ 株距为 ３３ ｃｍꎬ 行距 ５０ ｃｍꎬ 小区面积 ３３ ５ ｍ２ꎮ ５ 月 ３ 日移

栽ꎬ 生育期灌溉 ９ 次ꎬ 总灌水量 ４ ２００ ｍ３ / ｈｍ２ꎮ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 ＯＰＴ、 ＯＰＴ￣Ｎ、 ＯＰＴ￣Ｐ、 ＯＰＴ￣Ｋ、 Ｐ 基 (磷肥全部基施) 以及 ＮＰＫ￣１、 ＮＰＫ￣２ (两种滴

灌配方肥处理)ꎬ 共 ７ 个处理ꎬ 重复 ４ 次ꎮ 其中ꎬ ＯＰＴ 处理的 ６５％ 磷肥和 ３０％ 钾肥基施ꎬ 在初果

期之前追施氮和磷 (３５％ )ꎬ 在初果期之后追施氮和钾 (７０％ )ꎻ ＮＰＫ￣１ 处理的 ４０％ 磷肥基施ꎬ
全部氮钾肥和 ６０％ 磷肥均匀混合在一起ꎬ 混合后的肥料分别在加工番茄苗期 (５ 月 ２４ 日)、 初

花期 (６ 月 ５ 日)、 初果期 (６ 月 ２０ 日)、 盛果前期 (７ 月 ４ 日)、 盛果期 (７ 月 １９ 日)、 盛果后

期 (８ 月 ２ 日) 追施ꎻ ＮＰＫ￣２ 处理的 ４０％ 磷肥基施ꎬ 在初果期之前追施氮和磷肥 (６０％ )ꎬ 在初

果期之后追施氮和钾肥 (１００％ )ꎮ 各处理氮肥全部滴灌追施ꎬ 氮肥用尿素 (Ｎ ４６％ )ꎬ 基施磷肥

用重过磷酸钙 (Ｐ２Ｏ５ ４６％ )ꎬ 滴施磷肥用磷酸一铵 (Ｐ２Ｏ５ ６１％ ꎬ Ｎ １２％ )ꎬ 钾肥用氯化钾 (Ｋ２Ｏ
６０％ )ꎬ 不施氮处理的磷肥用磷酸溶液 (８５％ )ꎮ 各处理施肥量及肥料基施与追施比例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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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施肥处理设置及其施肥方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单位: ｋｇ / ｈｍ２

处理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基施 Ｂａｓ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追施 Ｔｏｐ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ＯＰＴ ３６０ ２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６ ５ ３６ ３６０ ７３ ５ ８４
ＯＰＴ￣Ｎ ０ ２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６ ５ ３６ ０ ７３ ５ ８４
ＯＰＴ￣Ｐ ３６０ ０ １２０ ０ ３６ ３６０ ０ ８４
ＯＰＴ￣Ｋ ３６０ ２１０ ０ １３６ ５ ０ ３６０ ７３ ５ ０
Ｐ 基 ３６０ ２１０ １２０ ２１０ ３６ ３６０ ０ ８４

ＮＰＫ￣１ ３６０ １２２ １２０ ４９ ０ ３６０ ７３ １２０
ＮＰＫ￣２ ３６０ １２２ １２０ ４９ ０ ３６０ ７３ １２０

１ ３　 测定方法

干物质和养分测定: 在成熟期 (７ 月 ２７ 日) 采取加工番茄样品ꎬ 将采集的 ３ 株加工番茄按

不同器官 (茎、 叶、 果) 分开ꎬ 在 １０５℃下杀青 ３０ ｍｉｎꎬ 然后 ７５℃条件下烘干ꎬ 记录干物质重ꎮ
将烘干的植株样品粉碎ꎬ 分析植株不同部位养分吸收量 (浓 Ｈ２ＳＯ４—Ｈ２Ｏ２ 消解法)ꎮ

产量测定: 成熟期于各小区调查面积为 ３ ｍ × ３ ｍ ＝ ９ ｍ２内的加工番茄株数、 单株果数和单

果重等产量构成因素ꎬ 计算各试验小区的产量ꎮ
试验数据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施肥方式对加工番茄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 ＯＰＴ 处理的单株果数最多ꎬ 为 ２１ ０７ 个 / 株ꎬ 而 ＯＰＴ￣Ｎ 处理的单株果数最

少ꎬ 仅为 １２ ８５ 个 / 株ꎬ 其次是减磷和减钾处理ꎬ 且三者间差异显著ꎬ 表明减素对加工番茄单株

果数有显著影响ꎮ 两种滴灌肥处理的单株果数没有显著差异ꎮ 处理间加工番茄单果重都达到了显

著差异ꎮ ＯＰＴ￣Ｐ 处理单果重最大ꎬ 为 ６６ ００ ｇꎬ 其次为 ＯＰＴ￣Ｋꎬ 而 ＯＰＴ 处理最小ꎬ 仅为 ６１ １４ ｇꎬ
ＮＰＫ￣１ 和 ＮＰＫ￣２ 处理的单果重没有显著差异ꎮ

加工番茄产量处理间达到了显著差异ꎮ ＯＰＴ 处理的产量最高ꎬ 为 ７７ ８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显著大于

ＮＰＫ￣１ 和 ＮＰＫ￣２ 处理ꎬ 但 ＯＰＴ 和 Ｐ 基间无显著差异ꎻ 而 ＮＰＫ￣１ 和 ＮＰＫ￣２ 处理产量显著高于不施

磷和不施氮ꎬ 但与不施钾处理没有显著差异ꎻ 不施氮处理产量显著低于其他处理ꎬ 其次是不施磷

处理ꎮ ＯＰＴ￣Ｎ、 ＯＰＴ￣Ｐ、 ＯＰＴ￣Ｋ、 Ｐ 基、 ＮＰＫ￣１ 和 ＮＰＫ￣２ 处理的产量分别相当于 ＯＰＴ 处理的

６３ ２４％ 、 ８５ ７９％ 、 ９４ ０７％ 、 ９６ ５３％ 、 ９６ ２１％ 和 ９６ ３３％ ꎬ 从产量来看ꎬ 加工番茄的养分限制

因子顺序为氮﹥磷﹥钾ꎮ
２ ２　 施肥方式对加工番茄干物质累积与分配的影响

各处理间加工番茄各部位的干物质量差异显著 (图 １)ꎮ 加工番茄茎占总干物质量的比例为

１４ ２３％~ １６ ６５％ ꎬ 其中以 ＯＰＴ 处理的茎最大ꎬ 为 ２２ ２７ｇꎬ 其次是 ＮＰＫ￣１ 处理和 ＮＰＫ￣２ 处理ꎬ
但三者间没有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茎的干物质量ꎬ 且减氮和减磷表现最显著ꎮ 加工

番茄叶占总干物质量的比例为 ２３ ８１％ ~ ２９ ８９％ ꎬ 其中以 ＯＰＴ 处理的茎最大ꎬ 为 ３７ ４０ｇꎬ 其次

是 ＮＰＫ￣２ 处理和 ＮＰＫ￣１ 处理ꎬ 但三者间没有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茎的干物质量ꎬ
且减氮和减磷表现最显著ꎮ 果实占总干物质量的比例为 ５３ ４５％~ ６１ ２８％ ꎬ 其中以 ＯＰＴ 处理的果

实最大ꎬ 为 ９１ ７０ ｇꎬ 其次是 ＮＰＫ￣２ 处理和 ＮＰＫ￣１ 处理ꎬ 但三者间没有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处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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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降低了果实的干物质量ꎬ 且减氮表现最显著ꎬ 其次是减磷和减钾ꎮ

表 ２　 加工番茄产量及构成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单株果数
Ｆｒｕｉｔ Ｎｏ. / ｐｌａｎｔ

单果重 (ｇ)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 (ｋｇ / ｈｍ２ )
Ｙｉｅｌｄ

相对产量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ＰＴ ２１ ０７ ａ ６０ ９４ ｃ ７７ ８００ ａ １００ ００
ＯＰＴ￣Ｎ １２ ８５ ｅ ６３ ２７ ａｂｃ ４９ １９９ ｄ ６３ ２４
ＯＰＴ￣Ｐ １６ ６９ ｄ ６６ ００ ａ ６６ ７４６ ｃ ８５ ７９
ＯＰＴ￣Ｋ １８ ３９ ｃ ６５ ６８ ａｂ ７３ １９０ ｂ ９４ ０７
Ｐ 基 １９ ５４ ｂ ６３ ４６ ａｂｃ 　 ７５ １０３ ａｂ ９６ ５３

ＮＰＫ￣１ ２０ １３ ａｂ ６１ ３７ ｃ ７４ ８４８ ｂ ９６ ２１
ＮＰＫ￣２ ２０ ２８ ａｂ ６０ ９９ ｃ ７４ ９４４ ｂ ９６ ３３

　 　 注: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下同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ｍｅａｎ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 < ０ ０５)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加工番茄干物质累积与分配

Ｆｉｇ １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２ ３　 施肥方式对加工番茄氮素吸收与分配的影响

加工番茄氮素吸收量见图 ２ꎬ 各处理氮素的累积量与干物质的累积趋势基本相一致ꎬ 且处理

间差异显著ꎮ 加工番茄各部位吸 Ｎ 量处理间也差异显著ꎬ ＯＰＴ 处理的茎吸 Ｎ 量最大ꎬ 其次是

ＮＰＫ￣１、 ＮＰＫ￣２ 和 Ｐ 基处理ꎬ 但四者间没有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茎的吸 Ｎ
量ꎬ 且减氮表现最显著ꎮ ＮＰＫ￣２ 处理的叶吸 Ｎ 量最大ꎬ 其次是 ＮＰＫ￣１ 和 ＯＰＴ 处理ꎬ 但三者间没

有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叶的吸 Ｎ 量ꎬ 且减氮表现最显著ꎮ ＯＰＴ 处理的果

吸 Ｎ 量最多ꎬ 为 １７０ ３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次是 ＮＰＫ￣１ 和 ＮＰＫ￣２ 处理ꎬ 但三者间没有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

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果的吸 Ｎ 量ꎬ 且减氮表现最显著ꎮ 从总吸 Ｎ 量分析ꎬ ＯＰＴ 吸 Ｎ 量最多ꎬ
为 ２７３ ５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次是两种滴灌配方肥处理ꎬ 但三者间差异不显著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

加工番茄吸 Ｎ 量ꎬ 且减氮最少为 １０２ ５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次是减磷和减钾ꎮ ＯＰＴ、 Ｐ 基、 ＮＰＫ￣１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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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ＰＫ￣２ 处理氮肥利用率分别为 ４７ ５０％ 、 ４１ ４４％ 、 ４６ ０４％ 和 ４６ ７６％ ꎮ ＯＰＴ 处理每生产 １ ０００ ｋｇ
加工番茄果实需吸收纯 Ｎ 量为 ３ ５２ｋｇꎮ

图 ２　 加工番茄各器官 Ｎ 吸收量

Ｆｉｇ 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２ ４　 施肥方式对加工番茄磷素吸收与分配的影响

加工番茄吸 Ｐ 量见图 ３ꎬ 各处理吸 Ｐ 量处理间差异显著ꎮ 加工番茄各部位吸 Ｐ 量处理间也差

异显著ꎬ 茎吸 Ｐ 量以 ＯＰＴ 处理最大ꎬ 显著大于其他处理ꎬ 其次是 Ｐ 基处理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

低了加工番茄茎的吸 Ｐ 量ꎬ 且减氮和减磷表现最显著ꎮ 叶吸 Ｐ 量以 ＯＰＴ 处理最大ꎬ 显著大于其

他处理ꎬ 其次是 Ｐ 基处理ꎬ 而 ＮＰＫ￣２ 处理与 ＮＰＫ￣１ 处理无显著差异ꎬ 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

番茄叶 的 吸 Ｐ 量ꎬ 且 减 磷 表 现 最 显 著ꎬ 其 次 是 减 氮ꎮ ＯＰＴ 处 理 的 果 吸 Ｐ 量 最 多ꎬ 为

２３ １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ꎬ 其次是 Ｐ 基处理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果的吸 Ｐ
量ꎬ 且减氮表现最显著ꎮ 从总吸 Ｐ 量分析ꎬ 各处理以 ＯＰＴ 处理吸 Ｐ 量最多ꎬ 为 ３２ ６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显著大于其他处理ꎬ 其次是 Ｐ 基处理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吸 Ｐ 量ꎬ 且减氮最少为

７ ０７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次是减磷ꎮ ＯＰＴ、 Ｐ 基、 ＮＰＫ￣１ 和 ＮＰＫ￣２ 处理磷肥利用率分别为 ２５ ２１％ 、
２１ ０６％ 、 ２９ ０１％ 和 ２８ １２％ ꎮ ＯＰＴ 处理每生产 １ ０００ ｋｇ加工番茄果实需吸收纯 Ｐ 量为 ０ ４２ ｋｇꎮ
２ ５　 施肥方式对加工番茄钾素吸收与分配的影响

加工番茄吸 Ｋ 量见图 ４ꎬ 各处理的吸 Ｋ 量差异显著ꎮ 加工番茄茎吸 Ｋ 量以 ＯＰＴ 处理最大ꎬ
其次是 ＮＰＫ￣２ 和 Ｐ 基处理ꎬ 且三者间无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茎的吸 Ｋ 量ꎬ
且减氮和减磷表现最显著ꎮ 叶吸 Ｋ 量以 ＮＰＫ￣２ 处理最大ꎬ 其次是 ＯＰＴ 和 ＮＰＫ￣１ 处理ꎬ 三者间没

有显著差异ꎬ 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叶的吸 Ｋ 量ꎬ 且减氮表现最显著ꎬ 其次是减磷和减

钾ꎮ ＮＰＫ￣１ 处理的果吸 Ｋ 量最多ꎬ 为 １３７ ２６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次是 Ｐ 基、 ＯＰＴ 处理和 ＮＰＫ￣２ 处理ꎬ 但

四者间没有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处理则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果的吸 Ｋ２Ｏ 量ꎬ 且减氮表现最显著ꎬ
仅为 ６８ ７６ ｋｇ / ｈｍ２ꎮ 从总吸 Ｋ 量分析ꎬ 各处理以 ＯＰＴ 处理吸 Ｋ 量最多ꎬ 为 ２１６ ２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次

是 ＮＰＫ￣２ 和 ＮＰＫ￣１ 处理ꎬ 三者间无显著差异ꎬ 而减素处理显著降低了加工番茄吸 Ｋ 量ꎬ 且减氮

最少为 １０９ ４９ ｋｇ / ｈｍ２ꎬ 其次是减磷和减钾ꎮ ＯＰＴ、 Ｐ 基、 ＮＰＫ￣１ 和 ＮＰＫ￣２ 处理磷肥利用率分别

为 ５４ ２０％ 、 ４８ ９４％ 、 ５１ ９０％ 和 ５３ ０９％ ꎮ ＯＰＴ 处理每生产 １ ０００ ｋｇ加工番茄果实需吸收纯 Ｋ
量为 ２ ７８ 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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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加工番茄各器官 Ｐ 吸收量

Ｆｉｇ ３　 Ｐ ｕｐｔａｋｅ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图 ４　 加工番茄各器官 Ｋ 吸收量

Ｆｉｇ ４　 Ｋ ｕｐｔａｋｅ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２ ６　 施肥方式对肥料效益的影响

由表 ３ 可以看出ꎬ 氮、 磷、 钾肥对加工番茄产量的贡献率表现为氮﹥磷﹥钾ꎬ 分别为 ３６ ７６％、
１４ ２１％和 ５ ９３％ꎬ 肥料的农学效率用每千克纯养分增产的加工番茄产量表示ꎬ 每千克纯 Ｎ 增产加工

番茄 ７９ ４５ ｋｇꎬ 每千克 Ｐ２Ｏ５ 增产加工番茄 ５２ ６４ ｋｇꎬ 每千克 Ｋ２Ｏ 增产加工番茄 ３８ ４２ ｋｇꎮ 按照当年当

地的肥料和加工番茄价格计算ꎬ 每投入 １ 元的纯 Ｎ 可增收 ６ １７ 元ꎬ 每投入 １ 元的 Ｐ２Ｏ５ 可增收 ３ ５４
元ꎬ 每投入 １ 元的 Ｋ２Ｏ 可增收 １ ８７ 元ꎻ 扣除肥料成本ꎬ ＯＰＴ 处理纯收益最高ꎬ 为 ２５ ６８１元 / ｈｍ２ꎬ 比 Ｐ
基处理增加 １ ０２５元 / ｈｍ２ꎬ 其次是 ＮＰＫ￣２ 和 ＮＰＫ￣１ 处理ꎬ 而 ＯＰＴ￣Ｎ 和 ＯＰＴ￣Ｐ 处理纯收益最少ꎬ 分别为

１６ ５７３元 / ｈｍ２ 和 ２２ ６６７元 / ｈｍ２ꎮ 由以上可知ꎬ 磷钾肥一部分基施、 一部分滴灌追施能够增加加工番茄

的经济效益ꎬ 因此ꎬ 要提高加工番茄产量必须重视磷、 钾肥的追施作用ꎮ 而两种滴灌肥处理均取得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ꎬ 表明加工番茄滴灌肥配方比较合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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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加工番茄的肥料效益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肥料贡献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农学效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ｇ / ｋｇ)

增收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元 / ｋｇ)

产值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元 / ｈｍ２ )

肥料成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ｓｔ
(元 / ｈｍ２ )

纯收益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元 / ｈｍ２ )

ＯＰＴ ２９ ５６４ ３ ８８３ ２５ ６８１
ＯＰＴ￣Ｎ ３６ ７６ ７９ ４５ ６ １７ １８ ６９６ ２ １２３ １６ ５７３
ＯＰＴ￣Ｐ １４ ２１ ５２ ６４ ３ ５４ ２５ ３６３ ２ ６９６ ２２ ６６７
ＯＰＴ￣Ｋ ５ ９３ ３８ ４２ １ ８７ ２７ ８１２ ２ ９４７ ２４ ８６５
Ｐ 基 ２８ ５３９ ３ ８８３ ２４ ６５６

ＮＰＫ￣１ ２８ ４４２ ３ ３８７ ２５ ０５５
ＮＰＫ￣２ ２８ ４７９ ３ ３８７ ２５ ０９２

　 　 注: ２０１１ 年昌吉市加工番茄价格 ０ ３８ 元 / ｋｇꎬ Ｎ ４ ８９ 元 / ｋｇꎬ Ｐ２ Ｏ５ ５ ６５ 元 / ｋｇꎬ Ｋ２ Ｏ ７ ８ 元 / ｋｇ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ｊｉ 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ｓ ０ ３８ ｙｕａｎ / ｋｇꎬ Ｎ ａｓ ４ ８９ ｙｕａｎ / ｋｇꎬ Ｐ２ Ｏ５ ａｓ ５ ６５

ｙｕａｎ / ｋｇ ａｎｄ Ｋ２ Ｏ ａｓ ７ ８ ｙｕａｎ / ｋｇ

３　 讨论

滴灌施肥是解决我国干旱、 半干旱地区农业水肥资源不足、 利用率低下等问题的有效措施之

一[８] ꎮ 灌溉施肥方式可根据土壤状况及不同阶段作物生长特性ꎬ 有效控制水分、 养分供给的数

量和比例ꎬ 充分发挥水肥耦合效应ꎬ 能够显著促进作物生长、 提高水分与养分利用效率和作物产

量ꎮ 研究表明ꎬ 在滴灌施肥条件下ꎬ 马铃薯生物量增加 ３５ ８％ ~ ５２ ０％ ꎬ 产量增加 ３７ ３１％ ~
４７ ３９％ [９] ꎬ 番茄较常规漫灌增产 １１ ８３％ ~ １４ ４１％ [１０] ꎬ 棉花的磷肥利用率为 １８ ７３％ ~
２６ ３３％ [１１] ꎬ 春小麦的钾肥利用率可以达到 ６２ １％ [１２] ꎬ 甘蔗的氮肥的利用率为 ７５％ ~ ８０％ ꎬ 常

规施肥只有 ４０％ [１３] ꎮ 王进等研究表明氮磷钾全部滴灌追施ꎬ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用量分别为

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０５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加工番茄产量最高经济效益最好[１４]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 氮是当地加工番茄产量的主要限制因子ꎬ 其次为磷和钾ꎮ 在氮肥全部滴灌

追施和 ７０％ 钾肥初果期之后滴灌追施的情况下ꎬ 将 ６５％ 磷肥做基肥ꎬ ３５％ 磷肥在加工番茄初果

期前滴灌追施ꎬ 比磷肥全部基施的加工番茄干物质提高了 １１ ５１％ ꎬ 产量增加了 ３ ５９％ ꎬ 氮、
磷、 钾 肥 利 用 率 分 别 为 ４７ ５０％ 、 ２５ ２１％ 和 ５４ ２０％ ꎬ 加 工 番 茄 的 肥 料 效 益 增 加 了

１ ０２５ 元 / ｈｍ２ꎮ 与加工番茄初果期之前追施氮磷、 初果期之后追施氮钾的优化处理相比ꎬ ＮＰＫ￣１
和 ＮＰＫ￣２ 两个滴灌配方肥处理的产量分别达到了优化处理的 ９６ ２１％ 和 ９６ ３３％ ꎬ 氮、 钾肥利用

率略低于优化处理ꎬ 但磷肥利用率高于优化处理ꎮ

４　 结论

在滴灌施肥条件下ꎬ 氮是当地加工番茄产量的主要限制因子ꎬ 其次为磷和钾ꎮ
ＯＰＴ 处理的加工番茄产量、 养分吸收量和肥料利用率都是最高的ꎬ 说明氮肥全部滴施、 磷肥

６５％ 基施 ＋ ３５％ 滴施和钾肥 ３０％ 基施 ＋ ７０％ 滴施是比较合理的ꎮ
两种滴灌配方肥在加工番茄上都取得了较高的产量和较高的养分利用率ꎬ 表明加工番茄滴灌

肥配方比较合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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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品种对加工番茄生长发育及产量品质的影响∗

王金鑫∗∗ꎬ 李青军ꎬ 张　 炎∗∗∗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ꎬ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９１)

摘　 要: 研究不同钾肥对加工番茄干物质、 产量及品质的影响ꎮ 试验设 ３ 个钾肥品种ꎬ 采用膜下滴灌种植ꎬ 在

收获期测定加工番茄株数、 单果重ꎬ 计算产量ꎬ 分析肥料效益ꎮ 相同氮磷用量的基础上ꎬ 施用钾肥可显著提高

加工番茄干物质及产量ꎻ 两种加工番茄对 ＫＣｌ 农学效率均最高ꎮ 施用 ＫＣｌ 时加工番茄品质无显著差异ꎻ 施用 ＫＣｌ
的经济效益比 Ｋ２ ＳＯ４ 和 ＫＮＯ３ 更好ꎬ 农民纯收益最高ꎮ 加工番茄施用 ＫＣｌ 产量最高ꎮ
关键词: 钾肥品种ꎻ 加工番茄ꎻ 干物质ꎻ 产量品质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ｘｉｎ∗∗ꎬ Ｌｉ Ｑｉｎｇｊｕ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９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ꎬ ｆｒｕｉｔ ｙｉｅｌｄ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ｔｅ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ｇｒｏｗ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ｍｕｌｃｈ Ｗｉｔｈ ｅｑｕ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Ｎ
ａｎｄ 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ꎬ ＫＣ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ｗ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ｂｕｔ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Ｃ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ｈａｎ ＫＮＯ３ ａｎｄ
Ｋ２ ＳＯ４ 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ＫＣｌ ｉｓ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Ｕｓｅ ｏｆ ＫＣｌ ｔ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ꎻ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ꎻ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ꎻ Ｙｉｅｌｄ

新疆独特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加工番茄的生长ꎮ 新疆是我国加工番茄种植面积、 加工规模和

出口量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ꎬ 加工番茄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一个支柱产业[１] ꎮ 经过多年

的发展ꎬ ２０１４ 年新疆加工番茄种植面积已达 ７ ０ 万公顷ꎬ 年生产能力已突破 ７３４ ６ 万吨ꎬ 加工

番茄制品产量、 出口量已占全国 ９０％ 以上[２] ꎮ 加工番茄是需钾量较大的作物ꎬ １ ｔ 番茄产品需吸

收 ５ ０ ｋｇ Ｋ２Ｏꎬ 其茎和果实内钾的含量超过了氮和磷的含量[３￣４] ꎬ 但是由于新疆土壤富含钾素的

观念导致多年来在加工番茄生产中ꎬ 农民不施或很少施用钾肥ꎬ 而农作物从土壤中带走了大量的

钾ꎬ 使土壤钾有了较大的消耗ꎬ 农田土壤速效钾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５] ꎮ 因此ꎬ 缺钾已成为制

约加工番茄高产优质的重要因素之一[６￣７] ꎮ 钾素对加工番茄生长发育、 产量形成以及抗逆稳产发

挥着重要作用ꎮ 研究表明加工番茄一生中需钾量最高ꎬ 氮次之ꎬ 磷的需求量远少于氮和钾[８￣１０] ꎮ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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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合理施用钾肥可显著提高加工番茄产量ꎬ 改善品质ꎬ 增强抗病能力[１１] ꎮ
国内关于加工番茄的合理施肥技术研究较多ꎬ 齐红岩等[７] 研究了不同氮、 钾施用水平对番

茄营养吸收和土壤养分变化的影响ꎻ 汤明尧等[９] 、 吴建繁等[１２] 对加工番茄氮、 磷、 钾肥料效应

及其吸收分配规律进行了研究ꎮ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钾肥施用的时期、 用量等研究或氮磷钾配施

对加工番茄产量品质性状的影响方面ꎬ 但对滴灌条件下加工番茄的钾肥品种优化管理技术的研究

较少ꎮ 本研究是在膜下滴灌生产栽培条件下ꎬ 通过田间小区试验探讨不同钾肥对 ２ 个加工番茄品

种产量、 品质的影响ꎬ 为新疆加工番茄生产中钾肥合理施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试验安排在新疆昌吉兵团灌溉中心试验站ꎬ 加工番茄供试品种为 ＨＹＨ￣０１ 和屯河 ８ 号ꎬ 一膜

２ 行种植ꎬ 株距为 ２８ ｃｍꎬ 行距 ６０ ｃｍꎬ 小区面积 ３２ ｍ２ꎮ 加工番茄育苗 １ 个月后于 ５ 月 ７ 日移栽ꎬ
７ ~ １０ ｄ 灌溉一次ꎬ 全生育期灌溉 １０ 次ꎬ 总计 ４５００ ｍ３ / ｈｍ２ꎮ ＨＹＨ￣０１ 试验地前茬作物为加工番

茄ꎬ 屯河 ８ 号试验地前茬作物为棉花ꎬ 作物秸秆打碎后还田ꎮ 播前土壤基础养分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供试土壤基本农化状况 (０ ~ ２０ ｃ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ｔ ０ －２０ ｃｍ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番茄品种 ｐＨ 有机质 ＯＭ
(ｇ / ｋｇ)

速效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ｍ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ＨＹＨ￣０１ ７ ８０ １１ ６４ ４８ ３ １６ ７ ２３０
屯河 ８ 号 ７ ８３ １１ ３０ ４８ ３ ７ ８ ２３６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设 Ｋ￣０、 Ｋ￣ＫＣｌ、 Ｋ￣Ｋ２ＳＯ４、 Ｋ￣ＫＮＯ３ꎬ 共 ４ 个处理ꎬ 重复 ３ 次ꎮ 各处理氮肥全部作为追

肥ꎬ 在加工番茄生育期间分数次随水滴施ꎬ 磷肥及微肥全部基施ꎬ 钾肥 ５０％ 开花期滴灌追施和

５０％ 结果期滴灌追施ꎮ 氮肥用尿素 (Ｎ ４６％ )、 磷肥用三料磷肥 (Ｐ２Ｏ５ ４６％ )、 Ｋ￣ＫＣｌ 处理用氯

化钾 (Ｋ２Ｏ ６０％ )ꎬ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用硫酸钾 (Ｋ２Ｏ ５２％ )ꎬ Ｋ￣ＫＮＯ３ 处理用硝酸钾 (Ｋ２Ｏ ４６ ５３％ ꎬ
Ｎ １３ ８６％ )ꎬ 有机肥 (５５％ ≤ ＯＭ ≤５８％ ꎬ Ｎ ＋ Ｐ ＋ Ｋ ≥５％ ) 施用量为 １５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微肥为

ＺｎＳＯ４、 ＭｎＳＯ４、 ＦｅＳＯ４ꎮ 各处理施肥量见表 ２ꎮ

表 ２　 各处理施肥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单位: ｋｇ / ｈｍ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ＺｎＳＯ４ ＭｎＳＯ４ ＦｅＳＯ４

Ｋ￣０ ３６０ ２１０ ０ ６ ２５ ５ ３０
Ｋ￣ＫＣｌ ３６０ ２１０ １２０ ６ ２５ ５ ３０

Ｋ￣Ｋ２ ＳＯ４ ３６０ ２１０ １２０ ６ ２５ ５ ３０
Ｋ￣ＫＮＯ３ ３６０ ２１０ １２０ ６ ２５ ５ ３０

１ ３　 测定方法

干物质测定: 在苗期 (５ 月 １０ 日)、 初花期 (６ 月 １１ 日)、 初果期 (６ 月 ２７ 日)、 盛果期

(７ 月 ２３ 日)、 成熟期 (８ 月 ２１ 日) 采取加工番茄样品ꎬ 将采集的植株按不同器官 (茎、 叶、
蕾 ＋ 花 ＋ 果) 分开ꎬ 烘干、 称重ꎬ 统计各器官干物质ꎮ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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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番茄品质的测定: 维生素 Ｃ 含量: ２ꎬ ６￣二氯靛酚滴定法ꎻ β￣胡萝卜素: 高效液相色谱

法ꎻ 总酸: ｐＨ 电位法ꎻ 番茄红素: 分光光度法ꎻ 色差值: 色差仪ꎻ 可溶性固形物: 折光计法ꎮ
加工番茄产量测定: 加工番茄成熟期ꎬ 在每个小区内划定测产区ꎬ 收获成熟果实、 称重ꎬ 计

算产量ꎮ
１ 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ＳＰＳＳ １１ ５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钾肥品种对加工番茄成熟期干物质累积与分配的影响

干物质积累是产量形成的基础ꎬ 由表 ３ 可以看出ꎬ 成熟期两个品种加工番茄生殖器官所占比

重达到 ６５ ６７％~ ７６ ７８％ 、 ５５ ４６％~ ６９ １０％ ꎮ ＨＹＨ￣０１ 的 Ｋ￣ＫＣｌ 处理分配到茎、 叶的干物质都

是最多ꎬ 分别为 ３９ ９４ ｇ / 株、 ５３ ６４ ｇ / 株ꎬ 与 Ｋ￣ＫＮＯ３ 处理无显著差异ꎬ 但与其他处理均差异显

著ꎻ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分配到果干物质最多ꎬ 其次是 Ｋ￣ＫＣｌ 处理和 Ｋ￣ＫＮＯ３ 处理ꎬ Ｋ￣０ 处理最少ꎬ Ｋ￣
ＫＮＯ３、 Ｋ￣ＫＣｌ 处理无显著差异ꎻ 总干物质以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最多ꎬ 与其他处理均有显著差异ꎬ 而

Ｋ￣０ 处理最少ꎮ 屯河 ８ 号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分配到茎、 叶的干物质最多ꎬ 分别为 ５５ ２５ ｇ / 株、
７３ ２１ ｇ / 株ꎬ Ｋ￣ＫＮＯ３ 处理分配到果中干物质最多ꎬ Ｋ￣Ｋ２ＳＯ４、 Ｋ￣ＫＮＯ３、 Ｋ￣ＫＣｌ 处理之间无显著

差异ꎻ Ｋ￣０ 处理茎、 叶、 果含量最低ꎬ 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ꎻ 施钾处理总干物质无显著差异ꎬ 但

显著高于 Ｋ￣０ 处理ꎬ 以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最大ꎬ Ｋ￣０ 处理最低ꎮ

表 ３　 加工番茄干物质及分配 (ｇ /株)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ＹＨ￣０１ 屯河 ８ 号 Ｔｕｎｈｅ Ｎｏ ８

茎 Ｓｔｅｍ 叶
Ｌｅａｆ

果
Ｆｒｕｉ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茎
Ｓｔｅｍ

叶
Ｌｅａｆ

果
Ｆｒｕｉ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Ｋ￣０ ３２ １７ａｂ ３３ ５８ｂ １４０ ２２ｂ ２０５ ９７ｂ ３６ ３４ｂ ４３ ５７ｂ １１７ ３７ｂ １９７ ２７ｂ
Ｋ￣ＫＣｌ ３９ ９４ａ ５３ ６４ａ １７８ ９８ａｂ ２７２ ５６ａ ４７ １４ａｂ ５２ ４９ｂ １５９ ２４ａｂ ２５８ ８７ａ

Ｋ￣Ｋ２ ＳＯ４ ２７ ３９ｂ ３５ ２７ｂ ２０７ １５ａ ２６９ ８０ａ ５５ ２５ａ ７３ ２１ａ １５９ ９５ａｂ ２８８ ４１ａ
Ｋ￣ＫＮＯ３ ３２ ３８ａｂ ４９ １７ａ １６８ ７１ａｂ ２５０ ２６ａ ３７ ８８ｂ ４６ ３２ ｂ １８８ ３０ａ ２７２ ５０ａ

　 　 注: 同列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ｓ

２ ２　 钾肥品种对加工番茄生长发育的影响

表 ４ 可知ꎬ 加工番茄干物质积累随着生育期的进展而逐渐增强ꎬ 苗期积累缓慢ꎬ 到盛果期时

达到高峰ꎮ 加工番茄 ＨＹＨ￣０１、 屯河 ８ 号干物质积累速率最大的时刻 ｔ０ꎬ 各施肥处理分别比 Ｋ￣０
处理推后了 ２ ~ ６ ｄ 和 ４ ~ １３ ｄꎮ 其中ꎬ 均以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的 ｔ０ 时刻出现最晚ꎬ 为出苗后的 １１６ ｄ
和 ９７ ｄꎬ 而且干物质积累的旺盛时期 Δｔ 也最长ꎬ 分别比 Ｋ￣０、 Ｋ￣ＫＣｌ、 Ｋ￣ＫＮＯ３ 处理延长了 ４ ｄ、
７ ｄ、 ６ ｄ 和 ８ ｄ、 ３ ｄ、 ２ｄꎬ 表明硫酸钾肥料有利于推迟加工番茄干物质积累速率最大的时刻ꎬ 延

长干物质积累的旺盛时期ꎮ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的 ＨＹＨ￣０１ (２６９ ８ ｇ) 和屯河 ８ 号 (２８８ ４ ｇ) 处理每

株干物质最大积累量显著高于 Ｋ￣０ 的 ２０６ ｇ 和 １９７ ３ ｇꎬ 经成熟期干物质数据比较ꎬ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

比 Ｋ￣ＫＣｌ 显著增加的主要是茎叶干物质ꎬ 而果实干物质无显著差异ꎮ
钾肥的施用增加了不同品种加工番茄在 Δｔ 时期内的干物质积累量ꎬ ＨＹＨ￣０１ 各处理干物质

积累主要集中在出苗后的 ８４ ~ １４０ ｄ 内 (盛果期到成熟期)ꎬ 而屯河 ８ 号干物质积累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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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后的 ７１ ~ １１４ ｄ 内 (初果期到盛果期)ꎻ 施用不同钾肥虽然对每株干物质最大积累量影响不

大ꎬ 但施钾可以使加工番茄干物质快速积累时间 (Δｔ) 变长ꎬ 施用钾肥的各处理的干物质快速

增长期 (Δｔ) 都在 ３２ ~ ４８ ｄꎬ 而 Ｋ￣０ 处理的干物质快速增长期都在 ２７ ~ ４４ ｄꎮ 综上所述ꎬ 钾肥可

以延长加工番茄干物质积累的时期并增加干物质积累量ꎮ

表 ４　 加工番茄干物质积累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及其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加工番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方程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ｔ１ ｔ２ Δｔ ｔ０ Ｒ２ Ｆ

ＨＹＨ￣０１ Ｋ￣０ ｙ ＝ ２６４ ５３３ ７ / [１ ＋ ｅ(６ ３９５ ３ － ０ ０６０ １７２ｔ) ] ８４ １２８ ４４ １０６ ０ ９９５ ４ ３２２∗∗

Ｋ￣ＫＣＬ ｙ ＝ ３３５ ６４０ ２ / [１ ＋ ｅ(６ ６４４ ７ － ０ ０６３ ７５８ｔ) ] ８４ １２５ ４１ １０４ ０ ９９６ ９ ４８１∗∗

Ｋ￣Ｋ２ ＳＯ４ ｙ ＝ ５０９ ９９５ ５ / [１ ＋ ｅ(６ ４２３ １ － ０ ０５５ ３０６ｔ) ] ９２ １４０ ４８ １１６ ０ ９９６ ９ ４８３∗∗

Ｋ￣ＫＮＯ３ ｙ ＝ ３１８ ０１８ ０ / [１ ＋ ｅ(６ ６２０ ２ － ０ ０６２ ３６７ｔ) ] ８５ １２７ ４２ １０６ ０ ９９８ ５ ９７６∗∗

屯河 ８ 号 Ｋ￣０ ｙ ＝ １９６ ６８９ ２ / [１ ＋ ｅ(８ ３６３ ３ － ０ ０９９ ３５９ｔ) ] ７１ ９７ ２７ ８４ ０ ９９５ ６ ３４３∗∗

Ｋ￣ＫＣＬ ｙ ＝ ２６７ ３０３ １ / [１ ＋ ｅ(７ １８３ ９ － ０ ０８１ ３１３ｔ) ] ７２ １０５ ３２ ８８ ０ ９９５ ２ ３０９∗∗

Ｋ￣Ｋ２ ＳＯ４ ｙ ＝ ３１７ ４９５ ４ / [１ ＋ ｅ(７ ２４７ ４ － ０ ０７４ ９４４ｔ) ] ７９ １１４ ３５ ９７ ０ ９９８ ５ １ ０２５∗∗

Ｋ￣ＫＮＯ３ ｙ ＝ ２９０ ２７７ ８ / [１ ＋ ｅ(７ ５７９ ４ － ０ ０８０ ９４６ｔ) ] ７７ １１０ ３３ ９４ ０ ９９９ ４ ２ ６４１∗∗

　 　 注: ｔ 为加工番茄出苗后的天数 (ｄ)ꎬ ｙ 为加工番茄干物质积累量 (ｇ / 株)ꎬ ｔ０ 为干物质累速率最大时刻ꎬ ｔ１
和 ｔ２分别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生长函数的两个拐点ꎬ Δｔ ＝ ｔ２ － ｔ１ ꎬ 是加工番茄旺盛生长的时期ꎮ Ｆ(３ꎬ５)０ ０５ ＝ ５ ４１ꎬ
Ｆ(３ꎬ５)０ ０１ ＝ １２ １

Ｎｏｔｅ: ｔ 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ｄ)ꎬ 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 / ｐｌａｎｔ)ꎬ ｔ０ ｉｓ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ｔ１ ａｎｄ ｔ２ ａｒ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Δｔ ＝ ｔ２ － ｔ１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２ ３　 钾肥品种对加工番茄产量及构成因子的影响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 钾肥品种对 ＨＹＨ￣０１ 和屯河 ８ 号的单株果数没有显著影响ꎬ 但 ＨＹＨ￣０１ 不

施钾肥单株果数显著降低ꎮ 单果重均以 Ｋ￣ＫＮＯ３ 处理最高ꎬ 分别为 ６６ ００ ｇ / 个、 ６３ ３７ ｇ / 个ꎬ 屯

河 ８ 号 Ｋ￣ＫＮＯ３ 处理与 Ｋ￣０ 处理达到了差异显著ꎬ 与 Ｋ￣Ｋ２ＳＯ４、 Ｋ￣ＫＮＯ３ 处理差异不显著ꎮ 产量

均以 Ｋ￣ＫＣｌ 处理最高ꎬ 与 Ｋ￣０ 处理都达到了显著差异ꎬ 与 Ｋ￣Ｋ２ＳＯ４、 Ｋ￣ＫＮＯ３ 处理差异不显著ꎬ
Ｋ￣ＫＣｌ、 Ｋ￣Ｋ２ＳＯ４ 和 Ｋ￣ＫＮＯ３ 处理的加工番茄产量比 Ｋ￣ ０ 处 理 增 产 １８ １７％ ~ ２４ ８７％ 和

１０ ４９％~ １９ １７％ ꎮ
２ ４　 钾肥品种对加工番茄品质的影响

从表 ６ 可以看出ꎬ 钾肥品种对 ＨＹＨ￣０１ 色差、 总酸含量和 β￣胡萝卜素含量无显著影响ꎬ 但对

维生素 Ｃ 含量有显著影响ꎬ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中的维生素 Ｃ 含量最多ꎬ 与 Ｋ￣０、 Ｋ￣ＫＣｌ、 Ｋ￣ＫＮＯ３ 处理

差异显著ꎻ 可溶性固形以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最高ꎬ Ｋ￣ ０ 处理最小ꎬ 两者相差 １ ２８％ ꎬ 说明施用 Ｋ￣
Ｋ２ＳＯ４ 但能够提高 ＨＹＨ￣０１ 的可溶性固形物ꎻ Ｋ￣ＫＣｌ 处理和 Ｋ￣Ｋ２ＳＯ４ 处理的 β￣胡萝卜素含量最

多ꎬ 其次为 Ｋ￣ＫＮＯ３ 处理ꎬ Ｋ￣０ 处理最低ꎬ Ｋ￣ＫＣｌ 处理色差值和总酸含量最大ꎬ 而 Ｋ￣ＫＮＯ３ 处理

最小ꎮ
钾肥品种对屯河 ８ 号加工番茄的维生素 Ｃ 含量、 β￣胡萝卜素、 可溶性固形、 色差、 总酸、 番

茄红素无显著影响ꎬ Ｋ￣ＫＣｌ 处理中的维生素 Ｃ 含量、 β￣胡萝卜素、 可溶性固形、 总酸、 番茄红素

最多ꎬ 分别为 ３０ ６３ ｍｇ / １００ｇ、 ０ ２９ ｍｇ / １００ｇ、 ６ ２８％ 、 ４ ９３ ｇ / ｋｇ、 １３ ７０ ｍｇ / １００ｇꎬ 而不施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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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加工番茄的可溶性固形和番茄红素含量最低ꎬ 这说明 ＫＣｌ 肥料能够提高屯河 ８ 号的品质ꎮ

表 ５　 不同钾肥品种对加工番茄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ＹＨ￣０１ 屯河 ８ 号 Ｔｕｎｈｅ Ｎｏ ８

单株果数
Ｆｒｕｉｔｓ /
ｐｌａｎｔ

(个 / 株)

单果重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ｇ / 个)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增产率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

单株果数
Ｆｒｕｉｔｓ /
ｐｌａｎｔ

(个 / 株)

单果重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ｇ / 个)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增产率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

Ｋ￣０ ２６ ８８ ｂ ６１ ９２ ｃ ９０ ２９８ ｂ ３０ ６３ ａｂ ５６ ８９ｃ ７４ ７４０ｃ
Ｋ￣ＫＣｌ ３２ ７５ ａｂ ６４ ７２ ａｂ １２０ １８４ ａ ２４ ８７ ３２ ２５ ａ ５８ ６７ｂ ９２ ４６４ａ １９ １７Ｗ〗

Ｋ￣Ｋ２ ＳＯ４ ３６ ６３ ａ ６３ ０７ ａｂ １１４ ８７８ ａｂ ２１ ４ ２８ ３８ｂ ６１ ５９ａｂ ８３ ４９７ｂ １０ ４９
Ｋ￣ＫＮＯ３ ３３ ３８ ａｂ ６６ ００ ａ １１０ ３５０ ａｂ １８ １７ ３０ ７５ ａｂ ６３ ３７ａ ８７ ３５６ａｂ １４ ４４

表 ６　 不同处理对加工番茄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ｅｓ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色差
Ｃｏｌ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 / ｂ)

可溶性固
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
(％ )

总酸
Ｔｏｔａｌ
Ａｃｉｄ

(ｇ / ｋｇ)

维生素 Ｃ
(ｍｇ / １００ｇ)

番茄红素
ｌｙｃｏｐｅｎｅ

(ｍｇ / １００ｇ)

β ￣胡萝卜素
β￣ｃａｒｏｔｅｎｏｉｄｓ
(ｍｇ / １００ｇ)

ＨＹＨ￣０１ Ｋ￣０ ２ ６８ ａ ５ ２９ ｂ ３ ５２ ａ ２７ ５３ ｂ １１ ５７ ａ ０ ２２ ａ
Ｋ￣ＫＣｌ ２ ７２ ａ ５ ５０ ａｂ ３ ８２ ａ ２８ ４０ ｂ １１ ９７ ａ ０ ２６ ａ

Ｋ￣Ｋ２ ＳＯ４ ２ ７０ ａ ５ ７４ ａ ３ ５６ ａ ３２ ６０ ａ １１ ９０ ａ ０ ２６ ａ
Ｋ￣ＫＮＯ３ ２ ６２ ａ ５ ３０ ｂ ３ ４７ ａ ２７ ００ ｂ １０ ３７ ｂ ０ ２４ ａ

屯河 ８ 号 Ｋ￣０ ２ ６８ａ ５ ７１ａ ４ ４７ａ ２７ ９７ ａ １２ ３３ ａ ０ ２８ ａ
Ｋ￣ＫＣｌ ２ ７３ａ ６ ２８ａ ４ ９３ａ ３０ ６３ ａ １３ ７０ ａ ０ ２９ ａ

Ｋ￣Ｋ２ ＳＯ４ ２ ６６ａ ５ ７９ａ ４ ４２ａ ２９ ６３ ａ １２ ５３ ａ ０ ２７ ａ
Ｋ￣ＫＮＯ３ ２ ７４ａ ５ ８９ａ ４ ７２ａ ２４ １３ ａ １３ １７ ａ ０ ２５ ａ

２ ５　 肥料效益分析

由表 ７ 可以看出ꎬ 钾肥的农学效率用每千克纯养分增产的加工番茄产量表示ꎬ 每千克 Ｋ２Ｏ
促进 ＨＹＨ￣０１ 增产 １６７ １０ ~ ２４９ ０５ ｋｇꎬ 促进屯河 ８ 号增产 ７２ ９８ ~ １４７ ７０ ｋｇꎬ 以 Ｋ￣ＫＣｌ 处理农学

效率最高ꎬ 而 Ｋ￣０ 处理最小ꎮ
按照当年当地的加工番茄和钾肥价格计算ꎬ ＨＹＨ￣０１ 每投入 １ 元的 Ｋ２Ｏꎬ Ｋ￣ＫＣｌ 处理可增收

３ ２１ 元ꎬ 而 Ｋ￣Ｋ２ＳＯ４ 和 Ｋ￣ＫＮＯ３ 处理分别增收 ２ ６４ 元和 ２ １６ 元ꎻ 屯河 ８ 号每投入 １ 元的 Ｋ２Ｏꎬ
Ｋ￣ＫＣｌ 处理可增收 １ ９０ 元ꎬ 而 Ｋ￣Ｋ２ＳＯ４ 和 Ｋ￣ＫＮＯ３ 处理分别增收 ０ ９４ 元和 １ ３６ 元ꎮ 扣除肥料成

本ꎬ Ｋ￣ＫＣｌ 处理收益最好ꎬ 分别为 ５２ １１４元 / ｈｍ２、 ３９ ０８５ 元 / ｈｍ２ꎬ 而 Ｋ￣０ 处理收益最低ꎬ 分别

为 ３９ ２４３元 / ｈｍ２ 和 ３１ ９３１元 / ｈｍ２ꎮ 以上表明ꎬ ＫＣｌ 的肥料效益最好ꎮ

３　 讨论

通常农民认为大量施用化肥ꎬ 就能获得高产ꎬ 而在加工番茄生产过程忽略了合理的肥料配

比ꎬ 长期施用单一肥料品种ꎬ 不但无法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ꎬ 还破坏土壤的养分平衡造成了土壤

结构板结[１３] ꎮ 在施用相同氮磷肥基础上[６] ꎬ 施用不同钾肥品种均增加了加工番茄产量ꎬ 显著增

加了收益ꎬ 经济效益较显著ꎮ 秦鱼生等[１４]对马铃薯开展了不同钾肥品种试验ꎬ 结果表明当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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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的施用量为 ２２５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增产的效果最明显ꎬ 增产的幅度达到 ２９ ０％ ꎻ 当施钾量一样时ꎬ
氯化钾增产的效果高于硫酸钾ꎬ 钾肥施用可以明显提高作物产量ꎮ 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ꎬ 本试验

２ 个加工番茄品种各处理产量均以 ＫＣｌ 处理最高ꎬ 相较于不施钾处理ꎬ 增产率分别达 ２４ ８７％ 和

１９ １７％ ꎮ 该结果与李彦等[３]的研究结果在增产率方面存在一些差异ꎬ 但均表明了氯化钾增产的

效果高于硫酸钾ꎮ 钾素是加工番茄生产的关键限制因子之一ꎬ 适当的钾肥品种运筹是保证钾素供

应充足、 提高钾素农学效率和促进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因素[１５] ꎮ 在本试验中通过钾肥品种的变

化ꎬ 在加工番茄成熟期ꎬ 施用 ＫＣｌ 处理产量显著偏高ꎬ 其钾素积累量明显偏高ꎬ 加工番茄钾素积

累量与产量呈正相关关系ꎮ

表 ７　 不同处理下加工番茄肥料效益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ｓｏｕｒｃ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ＹＨ￣０１ 屯河 ８ 号 Ｔｕｎｈｅ Ｎｏ ８

农学效率
Ａ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增收
Ｉｎｃｏｍｅ

产值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肥料成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ｓｔ

纯收益
Ｎｅｔ

ｐｒｏｆｉｔ

农学效率
Ａ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增收
Ｉｎｃｏｍｅ

产值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肥料成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ｓｔ

纯收益
Ｎｅｔ

ｐｒｏｆｉｔ

(ｋｇ / ｋｇ) (元 / 元) (元 / ｈｍ２) (ｋｇ / ｋｇ) (元 / 元) (元 / ｈｍ２)

Ｋ￣０ ４２ ４４０ ３ １９７ ３９ ２４３ ３５ １２８ ３ １９７ ３ １９３１
Ｋ￣ＫＣｌ ２４９ ０５ ３ ２１ ５６ ４８７ ４ ３７３ ５２ １１４ １４７ ７０ １ ９０ ４３ ４５８ ４ ３７３ ３９ ０８５

Ｋ￣Ｋ２ＳＯ４ ２０４ ８３ ２ ６４ ５３ ９９２ ４ ３７３ ４９ ６２０ ７２ ９８ ０ ９４ ３９ ２４４ ４ ３７３ ３４ ８７１
Ｋ￣ＫＮＯ３ １６７ １０ ２ １６ ５１ ８６４ ４ ３７３ ４７ ４９１ １０５ １４ １ ３６ ４１ ０５７ ４ ３７３ ３６ ６８４

　 　 注: ２０１３ 年昌吉市加工番茄 ０ ４７ 元 / ｋｇꎬ Ｎ ４ ８９ 元 / ｋｇꎬ Ｐ２ Ｏ５ ５ ６５ 元 / ｋｇꎬ Ｋ２ Ｏ ９ ０ 元 / ｋｇꎬ ＦｅＳＯ４０ ７ 元 / ｋｇꎬ
ＭｎＳＯ４ ７ ８ 元 / ｋｇꎬ ＺｎＳＯ４ ５ 元 / ｋｇ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ｊｉ 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ｍａｔｏ ２１ ｙｕａｎ / ｋｇꎬ Ｎ ４ ８９ ｙｕａｎ / ｋｇꎬ Ｐ２ Ｏ５ ５ ６５ ｙｕａｎ / ｋｇꎬ
Ｋ２ Ｏ ９ ０ ｙｕａｎ / ｋｇꎬ ＦｅＳＯ４ ０ ７ ｙｕａｎ / ｋｇꎬ ＭｎＳＯ４ ７ ８ ｙｕａｎ / ｋｇꎬ ＺｎＳＯ４ ５ ｙｕａｎ / ｋｇ

４　 结论

钾肥可显著提高加工番茄干物质及产量ꎻ 施用 ＫＣｌ 的经济效益比 Ｋ２ＳＯ４ 和 ＫＮＯ３ 更好ꎬ 农民

纯收益最高ꎮ
ＫＣｌ 能提高屯河 ８ 号维生素 Ｃ、 β￣胡萝卜素、 可溶性固形、 色差、 总酸、 番茄红素含量ꎬ 但

差异不显著ꎻ 硫酸钾能显著提高 ＨＹＨ￣０１ 可溶性固形物及维生素 Ｃ 含量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庞胜群ꎬ 王祯丽ꎬ 张润. 新疆加工番茄产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Ｊ]. 中国蔬菜ꎬ ２００５ (２): ３９￣４１.
[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新疆统计年鉴 [Ｊ].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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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９４￣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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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蔬菜化肥减量施用技术

王正银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６)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ｓ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ｙ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７１６ꎬ Ｃｈｉｎａ)

蔬菜是人类重要的植物性食品ꎬ 也是现代农业生产中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ꎮ 重庆地区迄今蔬

菜种植面积已逾 １ ０００万亩 (约 ７００ 万公顷)ꎬ 显著提升了地方的经济水平和改善了人们的食物

结构ꎮ 但是在蔬菜栽培中不合理施用化学肥料现象仍然较为普遍ꎬ 以肥料养分配比不科学、 过量

施肥为突出ꎬ 以致出现菜园土壤酸化、 磷钾养分富集、 连作障碍频发等制约蔬菜生产可持续发展

的诸多问题ꎮ 近年来在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国家农业部和科技部、 重庆市科委等部门的资助

下ꎬ 在重庆市主要蔬菜基地开展了蔬菜平衡施肥、 化肥减量施用等技术研究ꎬ 基本形成了适合该

地蔬菜生产的系列科学施肥技术ꎮ 本文介绍几种主要的蔬菜化肥减量施肥技术ꎬ 以期为促进蔬菜

生产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ꎮ

１　 有机肥料替代化肥减量技术

依据平衡施肥原理和蔬菜施肥现状ꎬ 模拟蔬菜生产中多季或多年不变的施肥模式ꎬ 在菜—菜

轮作系统 ３ 年 １２ 茬叶类蔬菜定位施肥试验研究中ꎬ 以适宜的化学肥料养分量比为基础ꎬ 研究增

施不同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对莴笋和白菜轮作条件下蔬菜产量、 品质、 经济和土壤养分的效应ꎮ
结果表明: 每公顷增施 １ １２５ ｋｇ菜籽粕、 泥炭作基肥ꎬ 较每公顷分别增施 ７５ ｋｇ 化学氮、 磷、 钾

肥使莴笋 ７ 茬平均增产 ７ ７％~ ２９ ６％ 、 白菜 ５ 茬平均增产 １０ ６％~ ３６ ９％ ꎬ 莴笋和白菜施肥利润

分别提高 ８ ６％~ ２７ ５％ 和 ６ ２％~ ２６ ２％ ꎬ 增施菜籽粕有利于提高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ꎬ 而增施

泥炭有利于提高土壤有效氮、 磷和钾ꎮ 在两种叶类蔬菜高产栽培条件下ꎬ 采用优质有机肥料菜籽

粕和泥炭部分替代常规化学肥料的施肥技术能获得明显的综合效应ꎮ

２　 缓释复合肥料减量施用技术

选择重庆地区主要蔬菜 (茄子、 白菜、 甘蓝、 茎瘤芥、 萝卜、 花椰菜) 进行有机无机缓释

复合肥料减量一次性作基肥施用试验ꎬ 在茄子移栽前将缓释复合肥一次性基施ꎬ 然后采用与化学

肥料相同的起垄、 覆膜方法进行栽培ꎬ 缓释复合肥减量 ５％ ~ １０％ 较化学肥料和普通复合肥使夏

季蔬菜茄子显著增产ꎬ 显著改善茄子盛果后期的营养品质、 卫生品质和保健品质ꎮ 在秋冬季蔬菜

栽培中ꎬ 缓释复合肥一次性基施减量 １０％~ ２０％ 对萝卜ꎬ 减量 １０％ 对榨菜 (茎瘤芥)ꎬ 减钾 １０％
对白菜、 甘蓝、 花椰菜ꎬ 均不影响产量和品质ꎮ

３　 秸秆还田化肥减量施用技术

在重庆涪陵茎瘤芥 (榨菜) 种植区收获水稻和玉米的土壤ꎬ 以水稻、 玉米秸秆分别覆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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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耕还田为基础ꎬ 采用化学肥料和缓释复合肥料减量 １０％ ~ ３０％ 进行榨菜试验研究ꎬ 结果表明ꎬ
两个试验点缓释复合肥料减量 ２０％ 配合水稻、 玉米秸秆覆盖还田ꎬ 榨菜经济产量略有降低 (仅

为 １ ９％~ ２ ５％ )ꎬ 化学肥料减量 １０％~ ３０％ 配合水稻、 玉米秸秆翻耕还田ꎬ 较化肥全量配合秸

秆覆盖的榨菜经济产量降低 ０ ９％~ ４ ４％ (差异不显著)ꎮ 缓释复合肥料减量 ２０％ 配合秸秆覆盖

还田具有省肥节工效果ꎬ 而化学肥料减量 １０％~ ３０％ 配合秸秆翻耕还田具有突出的节肥作用ꎮ

４　 化学钾肥减量根区追施技术

在秋冬季叶类蔬菜莴笋、 白菜、 甘蓝、 油麦菜栽培中ꎬ 化学钾肥用量减少 １０％~ ３０％ ꎬ 在莲

坐期、 开盘期和旺长期按不同比例分次结合追氮肥在叶菜根区配合施用ꎬ 效果良好ꎮ 莴笋两个试

验点氯化钾 ３ 次追施略有增产作用ꎬ 硝酸盐降低、 维生素 Ｃ 提高ꎻ 莴笋和白菜分别在低钾和高

钾土壤追施氯化钾 ２ ~ ３ 次ꎬ 减钾 １０％ 时两种蔬菜略有增产ꎬ 减钾 ３０％ 时略有减产 (不显著)ꎬ
追施次数差异不大ꎬ 且明显降低蔬菜硝酸盐、 改善营养品质ꎻ 在土壤有效钾 １１８ ~ ２５７ ｍｇ / ｋｇ 条

件下ꎬ 硝酸钾和硫酸钾减量 ３０％ 分次追施ꎬ 甘蓝产量增加 ３ ８％ ~ １８ １％ ꎻ 土壤有效钾

２１１ ｍｇ / ｋｇ时ꎬ 硫酸钾减量 ３０％ 分次追施ꎬ 莴笋和油麦菜产量影响不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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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亚热带果树的养分管理

姚丽贤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ꎬ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 热带亚热带果树为华南有特色的重要经济作物ꎮ 其中ꎬ 荔枝、 龙眼、 香 (牙) 蕉 (以下简称香蕉)、
粉蕉是华南种植面积或总产量位于前列的几种热带亚热带果树ꎮ 研究提出这几种果树的养分管理技术体系ꎬ 对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ꎮ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ｒｕｉ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ｏ Ｌｉｘ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４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ｓｈ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ｍａｉｎｌｙ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Ｈａｉｎａｎ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Ｆｕｊｉａｎ Ｌｉｔｃｈｉ (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ｏｎｎ )ꎬ ｌｏｎｇａｎ (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ｇａｎ Ｌｏｕｒ )ꎬ ｂａｎａｎａ ( Ｍｕｓ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Ｌ )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ｒｕ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ｏｔａｌ ｙ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ｏ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ｆｒｕｉｔ ｃｒｏｐｓ ａｒｅ ｖｉｔａｌ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ｉｅｌｄｓ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Ｒｉｇｈ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ｒｉｇｈｔ ｒａｔｅꎬ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ｌｉｔｃｈｉ ａｎｄ ｂａｎａｎ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ａ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ｉｔｃｈｉ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ꎬ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ｔｃｈｉ

１　 荔枝

１ １　 适宜肥料种类

华南荔枝园土壤多为酸性ꎬ 少数为强酸性或中性ꎮ 除少数酸性较强肥料外ꎬ 绝大部分商品肥

料均适宜在荔枝施用ꎮ 钙镁磷肥为弱碱性且同时含有荔枝园土壤普遍缺乏的钙和镁ꎬ 可作为常规

磷肥施用ꎮ 硝酸钙不宜与含硫酸根的肥料混合施用ꎮ 禽畜粪肥、 花生麸等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

用ꎬ 增产效果显著ꎻ 如以等氮量施用各种禽畜粪肥ꎬ 则增产效果相当ꎬ 花生麸则相对较差ꎮ
１ ２　 适宜施肥量

妃子笑在当年采后至翌年收获期抽生的秋梢、 花穗和果实共累积的 Ｎ、 Ｐ、 Ｋ、 Ｃａ、 Ｍｇ、 Ｓ、
Ｚｎ、 Ｂ 和 Ｍｏ 养分量分别为 (３２０ ６ ± ４９ ５) ｇ、 (３３ ７ ± ５ ３) ｇ、 (２７３ ２ ± ３９ ３) ｇ、 (１４３ ５ ±
２８ ６) ｇ、 (３８ ５ ±８ ４) ｇ、 (１６ １ ±２ ５) ｇ、 (５４４ ２ ± ９１ ３) ｇ、 (３５７ ９ ± ４５ ９) ｍｇ 和 (１ ２ ± ０ ３)
ｍｇꎮ 秋梢与花穗 Ｎ、 Ｐ、 Ｋ、 Ｃａ、 Ｍｇ 养分累积比例在 １０ １１ ~ ０ １２０ ７２ ~ ０ ７５０ １６ ~ ０ ４４
０ １３ ~０ １４ꎬ 果实中比例为 １０ １３１ ０６０ １６０ １２ꎮ 田间试验显示ꎬ 在低氮缺钾的典型酸性荔

枝园ꎬ 钾氮肥配施比例 (Ｋ２Ｏ / Ｎ) 为 １ ０ ~ １ ２ 时ꎬ 荔枝叶片光合作用、 抗氧化能力及淀粉积累能

力最强ꎬ 荔枝果实最大、 品质最优、 产量最高、 效益最好ꎻ 且 Ｋ２Ｏ / Ｎ 为 １ ２ 时果实耐贮性最好ꎮ
多年平均果实产量以 Ｋ２Ｏ / Ｎ 为 １ １６ 时最高ꎮ 因此ꎬ 株产 ５０ｋｇ 妃子笑养分年施用量的适宜范围为 Ｎ
０ ７ ~０ ９ ｋｇ、 Ｐ２Ｏ５ ０ ２５ ~０ ３５ ｋｇ、 Ｋ２Ｏ ０ ７ ~１ ０、 Ｃａ ０ ２ ~０ ３ ｋｇ 和 Ｍｇ ０ ０７ ~０ ０９ 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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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施肥时间和肥料分配

妃子笑在当年采后至翌年收获期通常抽生 ２ ~ ３ 次秋梢ꎮ 妃子笑第一、 第二次梢累积的 Ｎ、
Ｐ、 Ｋ、 Ｃａ 和 Ｍｇ 养分占全年树体养分累积量的 (２９ １ ± ２ ４)％ 、 (３１ ６ ± ５ ０)％ 、 (２６ ６ ±
２ １)％ 、 (３３ ０ ± ８ ４)％ 和 (２３ ５ ± ３ ６)％ ꎻ 第三次梢养分累积百分数分别为 (３５ ２ ± ６ ２)％ 、
(２５ ４ ± ３ ９)％ 、 (２９ ２ ± ４ ０)％ 、 (５４ ３ ± ９ ５)％ 和 (４０ ９ ± ８ １)％ ꎻ 花穗中除 Ｃａ 基本来源于

第二次梢外ꎬ 其他养分的 ７１ ５％~ ９５ ３％ 均来源于末次梢ꎮ 因此ꎬ 末次梢生长期为荔枝养分吸收

的关键时期ꎻ 果实养分累积百分数分别为 (３５ ６ ± ４ ５)％ 、 (４２ ９ ± ６ １)％ 、 (４４ ２ ± ４ ２)％ 、
(１２ ７ ± １ ２)％ 和 (３５ ５ ± ４ ９)％ ꎮ 结合田间试验结果及生产实际ꎬ 在妃子笑在采后至第一次梢

抽生前、 第二次梢老熟及小果期施肥为宜ꎮ 采果后至第一次梢抽生前 Ｎ、 Ｐ、 Ｋ、 Ｃａ 和 Ｍｇ 养分

施入量分别占全年养分施入总量的 ３０％ 、 ５０％ 、 ２５％ 、 ３５％ 和 ２５％ ꎻ 第二次梢老熟时各种养分

施入量分别占 ３５％ 、 ５０％ 、 ３０％ 、 ５５％ 和 ４０％ ꎻ 小果期分别占 ３５％ 、 ０、 ４５％ 、 １０％ 和 ３５％ ꎮ
在土壤缺硼而没有土施硼肥的情况下ꎬ 需要在末次梢老熟、 花芽分化及果实膨大期分别喷施

０ ０５％ 硼砂ꎮ 荔枝在果实膨大期由于经常遇到低温、 高湿、 高温、 干旱等不良气候ꎬ 容易出现缺

钙引起的生理性病害ꎬ 尤需注意补充钙肥ꎮ
１ ４　 施肥位置及方法

通常在荔枝树冠滴水线下开环形沟、 放射性沟或开穴施肥ꎮ 将肥料与土壤混匀后填回沟穴

中ꎮ 下次施肥则错开上次施肥位置重新开沟穴施肥ꎮ 如树盘覆盖有枯枝落叶ꎬ 需扒开枯枝落叶后

撒施肥料ꎬ 然后再重新覆盖ꎮ

２　 龙眼

龙眼与荔枝同为无患子科果树ꎬ 生长周期与荔枝接近ꎬ 生育期则推迟 １ 个月至 １ 个半月左

右ꎮ 收获 ５０ ｋｇ 石硖龙眼果实ꎬ 带走养分量为 ２１６ ７ ｇ Ｎ、 ２６ ７ ｇ Ｐ、 １１５ ８ ｇ Ｋ、 ６４ ４ ｇ Ｃａ、
１１ ６ ｇ Ｍｇ、 ２１４ ４ ｍｇ Ｚｎ、 １７５ ６ ｍｇ Ｂ 和 ２ ０ ｍｇ Ｍｏꎮ 收获 ５０ ｋｇ 储良龙眼果实ꎬ 养分带走量为

１５６ ３ ｇ Ｎ、 ２４ ２ ｇ Ｐ、 １７１ ８ ｇ Ｋ、 ６２ ４ ｇ Ｃａ、 １５ ５ ｇ Ｍｇ、 １５４ ４ ｍｇ Ｚｎ、 １２９ ９ ｍｇ Ｂ 和 １ ３ ｍｇ
Ｍｏꎮ 由此可见ꎬ 石硖比储良需要更多的 Ｎꎬ 但储良需要更多的 Ｋꎮ 收获 ５０ ｋｇ 石硖果实带走的 Ｎ、
Ｐ、 Ｋ、 Ｃａ 和 Ｍｇ 养分分别为妃子笑的 ２ ２７ 倍、 １ ７ 倍、 ８３％ 、 ３ ６８ 倍和 ０ ９９ 倍ꎮ 因此ꎬ 为获得

相同果实产量ꎬ 龙眼比荔枝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ꎮ 龙眼树体对钙需要量大ꎬ 同时在果期容易出现

叶片缺镁症状ꎮ 施用镁肥可明显改善叶片缺镁症状ꎬ 提高果实品质ꎮ 在生产中钙镁磷肥可作为常

规磷肥施用ꎮ 龙眼可在采后至秋梢抽生前、 花前或谢花后、 果实膨大期施肥ꎮ 龙眼不同生育期肥

料养分分配可参考荔枝ꎬ 施肥位置则与荔枝相同ꎮ

３　 香蕉

３ １　 适用肥料种类

香蕉适应性强ꎬ 常用商品肥料基本均可在香蕉上施用ꎮ 虽然香蕉需钾量大ꎬ 但由于香蕉产区

通常位于降雨丰沛地区ꎬ 施用氯化钾或硫酸钾对香蕉产量及果实品质影响不大ꎮ 如考虑性价比ꎬ
氯化钾是一种较好的香蕉钾源ꎮ
３ ２　 适宜施肥量

目前我国种植最广泛的香蕉为巴西蕉ꎮ 每生产 １ ｔ 巴西蕉果实大约需要吸收 ４ ５９ ｋｇ Ｎ、
０ ４１ ｋｇ Ｐ、 １５ ０ ｋｇ Ｋ、 ２ ５２ ｋｇ Ｃａ 和 １ ２２ ｋｇ Ｍｇꎬ 养分吸收比例 ＮＰＫＣａＭｇ 比例为 １
０ ０９３ ２７０ ５５０ ２７ꎮ 虽然为生产相同产量的不同香蕉品种养分需求量有一定差别ꎬ 但养分

吸收比例接近ꎮ 提出基于土壤碱解氮和速效钾的香蕉园土壤养分分级施肥指标 (表 １)ꎮ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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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产区磷肥 (Ｐ２ Ｏ５ ) 用量为折纯氮肥用量的 ０ ２８ ~ ０ ３ 倍ꎬ 粤西产区为 ０ ２４ ~ ０ ２８
倍ꎬ 雷州半岛地区则为 ０ ３ ~ ０ ４ 倍ꎮ 粤西产区土壤普遍缺镁ꎬ 推荐每年施用 Ｍｇ ３０ ｋｇ / ｈｍ２ ꎮ
广西香蕉主产区香蕉种植方式和生产习惯与粤西产区类似ꎬ 香蕉施肥可参考粤西产区ꎮ 广西

最南端及海南北部砖红壤香蕉产区土壤及香蕉种植模式与雷州半岛接近ꎬ 可参考该地区香蕉

施肥技术ꎮ

表 １　 广东不同香蕉产区高产香蕉氮、 钾肥养分推荐用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ａｎａｎａ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产区
Ｒｅｇｉｏｎ

土壤碱解氮
Ａｌｋ￣ｈｙｄｒｏｌ Ｎ

(ｍｇ / ｋｇ)

Ｎ 用量 Ｎ ｒａｔｅ
(ｋｇ / ｈｍ２ )

土壤有效钾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 Ｋ
(ｍｇ / ｋｇ)

Ｋ２ Ｏ 用量 Ｋ２ Ｏ ｒａｔｅ
(ｋｇ / ｈｍ２ )

> １８０ ３３０ ~ ３９０ > ３００ ４５０ ~ ５２５
１５０ ~ １８０ ３９０ ~ ４５０ ２００ ~ ２９９ ５２５ ~ ６００

珠三角 １２０ ~ １４９ ４５０ ~ ５１０ １５０ ~ １９９ ６００ ~ ６７５
Ｐｅａｒｌ ｄｅｌｔａ ９０ ~ １１９ ５１０ ~ ５７０ １００ ~ １４９ ６７５ ~ ７５０

６０ ~ ８９ ５７０ ~ ６３０ ５０ ~ ９９ ７５０ ~ ８２５
< ６０ ６３０ ~ ６９０ < ５０ ８２５ ~ ９００
> １８０ ３９０ ~ ４５０ > ３００ ６００ ~ ６７５

１５０ ~ １８０ ４５０ ~ ５１０ ２００ ~ ２９９ ６７５ ~ ７５０
粤西 １２０ ~ １４９ ５１０ ~ ５７０ １５０ ~ １９９ ７５０ ~ ８２５

Ｗｅｓｔ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９０ ~ １１９ ５７０ ~ ６３０ １００ ~ １４９ ８２５ ~ ９００
６０ ~ ８９ ６３０ ~ ６９０ ５０ ~ ９９ ９００ ~ ９７５

< ６０ ６９０ ~ ７５０ < ５０ ９７５ ~ １０５０
> １８０ ５６０ ~ ６３０ > ３００ ７５０ ~ ８２５

１５０ ~ １８０ ６３０ ~ ６９０ ２００ ~ ２９９ ８２５ ~ ９００
雷州半岛 １２０ ~ １４９ ６９０ ~ ７５０ １５０ ~ １９９ ９００ ~ ９７５

Ｌｅｉｚｈｏｕ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９０ ~ １１９ ７５０ ~ ８１０ １００ ~ １４９ ９７５ ~ １０５０
６０ ~ ８９ ８１０ ~ ８７０ ５０ ~ ９９ １０５０ ~ １１２５

< ６０ ８７０ ~ ９３０ < ５０ １１２５ ~ １２００

３ ３　 施肥时间及肥料分配

香蕉生育期通常分为营养生长期、 孕蕾期及抽蕾后 ３ 个时期ꎮ 孕蕾期为香蕉吸收养分的关键

时期ꎬ 而且也是氮钾养分需求转折的阶段ꎮ 根据香蕉不同生育期养分累积比例及田间试验结果ꎬ
肥料分配比例见表 ２ꎮ

表 ２　 香蕉不同生育期肥料分配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ｂａｎａｎ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生育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Ｍｇ 施肥次数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营养生长期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２５％ １００％ ２０％ ０ ３ ~ ４
孕蕾期 Ｂｕ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４５％ ０ ５０％ ５０％ ２
抽蕾后 Ｐｏｓｔ ｂｕｄｄｉｎｇ ３０％ ０ ３０％ ５０％ １ ~ ２

３ ４　 施肥位置及方法

根据香蕉根系生长分布ꎬ 肥料宜沟施或穴施在距离球茎 ３５ ~ ５０ ｃｍ 的环形区域内ꎮ 香蕉孕蕾

３５２

第 ４ 章　 果树养分管理



期生长旺盛且恰逢高温多雨季节ꎬ 根系往往上浮露出土表ꎬ 此时可将沟穴施肥改为撒施肥料ꎬ 增

加施肥次数ꎬ 避免伤害根系感染枯萎病ꎮ

４　 粉蕉

粉蕉与香蕉同属芭蕉科植物ꎬ 生长习性及种植方式均与香蕉类似ꎬ 但生育期比香蕉长 １ ~ ３
个月ꎮ 为获得同等果实产量ꎬ 粉蕉地上部及球茎需要的养分量明显大于香蕉ꎬ 累积的 Ｎ、 Ｐ、 Ｋ、
Ｃａ 和 Ｍｇ 养分量分别为香蕉的 １ ４０ 倍、 １ ７８ 倍、 １ ２７ 倍、 １ ７３ 倍和 １ ６６ 倍ꎮ 因此ꎬ 不同产区

粉蕉施肥量可在各地区香蕉施肥量基础上按比例提高ꎬ 施肥时间、 肥料分配及施肥方法与香蕉相

同ꎬ 不同生育期施肥次数可酌情增加ꎮ

４５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我国柑橘产业化肥零增长潜力分析∗

张珍珍∗∗ꎬ 石孝均ꎬ 徐春丽ꎬ 李　 鸿ꎬ 陈轩敬ꎬ 张跃强∗∗∗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６)

摘　 要: 化肥是农作物增产的重要因素ꎬ 对保障我国粮食增产和农产品供应起到重要的贡献ꎮ 与此同时ꎬ 农作

物尤其是柑橘等园艺作物过量施肥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ꎬ 因此ꎬ 明确我国柑橘园化肥施用现状及节肥潜力ꎬ
对协同实现柑橘优质高产ꎬ 肥料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ꎮ 通过总结近年发表的有关柑橘施肥的文献

和统计数据ꎬ 定量了国内外柑橘产量差、 效益差ꎬ 探讨了我国柑橘产业的节肥潜力ꎬ 提出了我国柑橘高产高效

的限制因素及解决途径ꎮ 结果表明ꎬ 我国柑橘平均单产与世界平均水平和单产排名前 １０ 国家存在 ３ ｔ / ｈｍ２ 和

１３ ｔ / ｈｍ２的差距ꎮ 我国柑橘主产区化学氮磷钾肥平均用量达到为 ４５８ ｋｇ / ｈｍ２ 、 ２１４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２７１ ｋｇ / ｈｍ２ ꎬ 单产低

以及施氮量高致使氮肥偏生产力平均仅为 ３１ ６ ｋｇ / ｋｇꎬ 低于印度ꎬ 仅是美国、 巴西和南非的 ２０％ 左右ꎮ 如果采

用国内推荐施肥量ꎬ 我国柑橘主产区每年可节约氮磷钾肥 ５６ 万吨、 ２０ 万吨、 ２５ 万吨ꎬ 节肥潜力达到 ５６％ 、
４３％ 和 ４２％ ꎻ 若未来采用水肥一体化的施肥方式ꎬ 我国柑橘主产区的节肥空间更大ꎮ 我国柑橘园施肥过量ꎬ 节

肥潜力巨大ꎮ 未来需通过进一步提高果农科技水平ꎬ 果园适度集约化ꎬ 土壤培肥增碳ꎬ 创新肥料产品和改进施

肥技术等途径实现柑橘产业的绿色增长和化肥零增长ꎮ
关键词: 柑橘ꎻ 主产区ꎻ 氮肥ꎻ 节肥潜力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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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和消费化学肥料最多的国家ꎬ 随着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在粮食作物上的日

渐应用ꎬ 我国农业化肥消费的增量主要来自集约度较高的园艺作物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ꎬ 中国农用

化肥年消费量增加了 １ ２０１ ３ 万吨ꎬ 其中ꎬ 以蔬菜和水果为代表的园艺作物贡献率为 ７１ ６％ ꎮ 从

消费量占比来看ꎬ １０ 年间园艺作物化肥消费量从 １９ ３％ 上升到 ３０ ８％ [１] ꎮ 从氮肥消费比例来

看ꎬ 我国果蔬氮肥消费比例占种植业氮肥消费比例的 ３９ ０％ [２￣３] ꎬ 显著高于 １５ ３％ 的世界平均

值[４] ꎮ 我国也是世界上柑橘栽培面积和总产量最大的国家ꎬ 分别占世界的 ３１％ 和 ２５％ [５] ꎬ 对世

界柑橘生产和贸易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ꎮ 同时ꎬ 我国柑橘平均单产较低ꎬ 尽管我国柑橘肥料用量

往往比美国、 巴西、 南非等柑橘生产强国的施肥量高 １ ~ ２ 倍[６￣８] ꎮ 调查表明ꎬ 我国柑橘生产中ꎬ
大部分农民没有根据土壤基础地力进行施肥量的调节ꎬ 普遍存在重氮ꎬ 轻磷钾ꎬ 养分投入不平

衡ꎬ 田间管理粗放等情况ꎮ 过量施氮和管理粗放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柑橘产量、 品质和氮肥利用率

下降ꎬ 土壤质量退化ꎬ 肥力下降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９￣１０] ꎮ 国外早期经验就已经表明过量的

施用氮肥并不能有效的增产ꎬ 甚至会降低果实品质[１１] ꎮ 例如ꎬ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每年施用氮肥

１００ ~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就可维持很高的柑橘产量[１２] ꎻ 南非橘园每年氮肥施用量超过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氮肥增产效应基本为零[１３] ꎻ 澳大利亚橘园的长期试验表明氮肥施用量达到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柑橘产

量基本稳定不再增加[１４] ꎮ 因此ꎬ 根据柑橘园土壤肥力和目标产量进行合理的施肥管理ꎬ 在增加

柑橘产量的同时ꎬ 提高氮肥利用率ꎬ 对降低生产成本ꎬ 减少环境污染ꎬ 对协同实现柑橘优质高

产ꎬ 养分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ꎮ 笔者为响应 ２０１５ 年农业部发布的 «到 ２０２０ 年化肥

施用零增长行动方案»ꎬ 通过文献总结分析了全国各柑橘主产区化肥施用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ꎬ
初步明确了国内外柑橘产量差、 效益差ꎬ 探讨了我国柑橘产业的节肥潜力ꎬ 并提出我国柑橘高产

高效的限制因素及解决途径ꎬ 以期为实现我国柑橘化肥使用量零增长和绿色增产提供理论依据和

技术支撑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通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ＣＮＫＩꎬ 中国)ꎬ 输入柑橘 / 桔 ( ｃｉｔｒｕｓ ｏｒ
ｏｒａｎｇｅ)、 肥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氮肥 (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推荐施肥量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 产量

(ｙｉｅｌｄ) 等关键词ꎬ 筛选出 １９７０—２０１５ 年的文献ꎬ 提取每篇文献中涉及的柑橘试验样本个数和肥

料施用量等数据ꎬ 进行统计和整理ꎮ 通过筛选得到柑橘试验样本量为 １０７ 个ꎬ 涉及全国 １０ 个省

(市、 县、 区)ꎮ
１ ２　 数据处理

根据调查的数据计算出柑橘氮、 磷、 钾肥的用量及比例、 氮肥利用率等ꎮ 氮肥利用率有多种

表达方式[１５] ꎮ 这里用肥料偏生产力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ＰＦＰ) 表示ꎬ
ＰＦＰ 是指施用某一特定肥料下的作物产量与施肥量的比值ꎮ 它是反映当地土壤基础养分水平和化

肥施用量综合效应的重要指标ꎮ 调查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进行计算处理和作图ꎮ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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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ＦＰ (ｋｇ / ｋｇ) ＝ Ｙ / Ｆꎮ 其中ꎬ Ｙ 为施用某一特定肥料作物的产量ꎬ 单位为 ｋｇ / ｈｍ２ꎻ Ｆ 为特定

肥料纯养分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的投入量ꎬ 单位为 ｋｇ / ｈｍ２ꎮ
节肥量 (Ｎ、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ꎬ ｋｇ / ｈｍ２) ＝ 农户施肥量 (Ｎ、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 － 推荐施肥量 (Ｎ、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
节肥潜力 (Ｎ、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ꎬ％ ) ＝ [推荐施肥量 (Ｎ、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 － 农户施肥量 ( Ｎ、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 × １００ / 推荐施肥量 (Ｎ、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

２　 结果分析

２ １　 国内外柑橘单产和肥料利用率对比

ＦＡＯ 数据显示 (图 １)ꎬ ２０１３ 年世界柑橘单产水平为 １４ ｔ / ｈｍ２ꎬ 我国柑橘平均产量只有

１１ ｔ / ｈｍ２ꎬ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５] ꎮ 以色列柑橘单产最高ꎬ 达 ３５ ｔ / ｈｍ２ꎬ 是我国的 ３ ２８ 倍ꎮ 在世

界柑橘主产国中ꎬ 我国柑橘单产仅为美国和巴西的 ３４ ３％ 和 ４３ ８％ ꎬ 是墨西哥的 ７８ ８％ ꎬ 但稍

高于印度ꎮ 文献统计结果 (表 １) 表明我国柑橘单产变异很大ꎬ 在 １５ ~ ３０ ｔ / ｈｍ２ꎬ 平均水平远低

于美国、 巴西和南非等国家ꎮ 但是ꎬ 我国柑橘化肥用量却远高于其他国家ꎬ 氮磷钾肥用量高达

４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２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而柑橘高产国家用量仅为 １６０ ~ ２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４０ ~
１００ ｋｇ / ｈｍ２和 １４０ ~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这也是我国柑橘生产过程中肥料利用率低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

因ꎬ 如我国柑橘氮肥偏生产力仅为 ２３ ~ ５０ ｋｇ / ｋｇꎬ 在单产水平高于印度的情况下ꎬ 氮肥利用率和

印度相当ꎮ 这说明我国柑橘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化肥过量施用的现象ꎬ 与其他国家相比ꎬ 我国

柑橘未来增产和节肥潜力巨大ꎮ

图 １　 各国柑橘产量差异

Ｆｉｇ １　 Ｃｉｔｒｕｓ ｙ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２ ２　 我国柑橘产区施肥现状

柑橘是需肥较多的果树ꎬ 肥料需求量因气候条件、 土壤理化性质及栽培管理措施不同而异ꎮ
根据统计及调研数据结果 ( 表 ２ )ꎬ 柑橘园区平均施 Ｎ 量为 ４５８ ｋｇ / ｈｍ２ꎬ 施 Ｐ２Ｏ５ 量为

２１８ ｋｇ / ｈｍ２、 施 Ｋ２Ｏ 量为 ２７１ ｋｇ / ｈｍ２ꎮ 从养分投入中氮、 磷、 钾的比例来看ꎬ 柑橘园施用的 Ｎ
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比例为 １ ０００ ４８０ ６０ꎮ 各主产区氮磷钾肥的施用量变异幅度普遍较大ꎬ 福

建省氮肥用量变异最大ꎬ 四川省磷钾肥用量变异最大ꎮ 我国柑橘施肥普遍较高ꎬ 区域差异不是很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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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ꎬ 浙江省施氮量最高ꎬ 而施钾量最低ꎬ 分别为 ５３９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２２３ ｋｇ / ｈｍ２ꎬ 广东和广西施氮量

最低而施钾量最高ꎬ 分别为 ４１３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３１７ ｋｇ / ｈｍ２ꎮ 施磷量差异不大ꎬ 分布在 ２００ ~
２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可以看出ꎬ 文献统计与 ＦＡＯ 统计数据结果基本一致ꎬ 我国柑橘主产区化肥施用量

普遍偏高ꎬ 尤其是氮肥和磷肥ꎮ 但是在化肥高量施用的情况下ꎬ 柑橘单产的增加并不突出ꎬ 肥料

增产效率偏低ꎬ 各柑橘主产区 ＰＦＰＮ 为 ２２ ７６ ~ ４２ ８３ ｋｇ / ｋｇꎬ 平均 ３１ ０６ ｋｇ / ｋｇꎬ 江西最低ꎬ 广西

稍高ꎮ

表 １　 不同国家柑橘施氮量及氮肥偏生产力 (ＰＦＰＮ)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ＦＰＮ ｆｏｒ ｃｉｔｒｕ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产量水平
Ｙｉｅｌｄ

(ｔ / ｈｍ２ )

施肥量 (ｋｇ / ｈｍ２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ＰＦＰＮ (ｋｇ / ｋｇ)

ＮＬ ＮＨ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Ｌ ＮＨ

文献来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美国 ＵＳＡ ３０ ~ ４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４０ １８０ １８８ ２００ [６]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２５ ~ ３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５６ １５０ [７]
南非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３０ ~ ４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６０ [８]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１０ ~ １５ １６０ ３５０ １３５ ２５０ ６３ ４３ [４５]

表 ２　 全国柑橘主产区养分施用量 (ｎ ＝１０７)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单产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农民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ＰＦＰＮ

(ｋｇ / ｋｇ)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２ ０８６ ４６６ ± １２６ １９９ ± １０５ ２６６ ± １３６ ２５ ９ [９]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６ ２７６ ４１３ ± ７６ ２０２ ± １１２ ３１７ ± １３３ ３９ ４ [５]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１５ ８１８ ４６６ ± １２６ １９９ ± １０５ ２６６ ± １３６ ３３ ９ [３７]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７ ６８９ ４１３ ± ９３ ２０２ ± ９９ ３１７ ± １２８ ４２ ８ [６]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２ ５４８ ４６０ ± １８４ ２４７ ± １３４ ２７７ ± １６９ ２７ ３ [８]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０ ６０６ ４６６ ± １２６ １９９ ± １０５ ２６６ ± １３６ ２２ ８ [２]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１６ ８９２ ４４２ ± ２６７ ２０９ ± １０８ ２３０ ± １５３ ３８ ２ [１３]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７ ６９６ ５３９ ± １６２ ２２５ ± ７２ ２２３ ± ２１ ３２ ８ [１３]
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１０ ６２７ ４６０ ± １８４ ２４７ ± １３４ ２７７ ± １６９ ２３ １ [１４]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４ ４７１ ４５８ ± ３７ ２１４ ± ２０ ２７１ ± ３２ ３１ ６ [１７]

２ ３　 我国柑橘节肥潜力分析

根据农户施肥水平ꎬ 我国柑橘节肥潜力很大ꎮ 由表 ３ 可知ꎬ 按国内柑橘施肥推荐量ꎬ 各主产

区的节氮潜力除广东地区外ꎬ 均在 ４０％ 以上ꎬ 节氮潜力最大的是浙江ꎬ 为 ５３ ６％ ꎬ 即每年可节

省 ３ ２６ 万吨ꎻ 广东、 广西节氮潜力最低ꎬ 为 ３９ ４％ ꎬ 每年可节约氮肥 ６ ３７ 万吨ꎮ 由于湖南柑橘

种植面积较大ꎬ 节氮量最大ꎬ 为 ８ ６３ 万吨ꎻ 浙江、 重庆节氮量较少分别为 ３ １６ 万吨、 ３ ３８ 万

吨ꎮ 各主产区磷钾节肥潜力较氮肥稍低ꎬ 其中ꎬ 四川地区节磷量最大ꎬ 为 ２ ６２ 万吨ꎬ 节磷潜力

为 ３９ ２％ ꎻ 江西、 湖北的节磷潜力较低为 ２４ ８％ ꎻ 浙江、 重庆柑橘种植面积较小ꎬ 节磷量较少ꎬ
分别为 ０ ８２ 万吨、 １ ５６ 万吨ꎮ 广东地区节钾量最大ꎬ 为 ２ ９７ 万吨ꎬ 节钾潜力为 ３６ ８％ ꎻ 浙江

节钾潜力最低ꎬ 为 １０ ２％ ꎬ 节钾量为 ０ ２５ 万吨ꎮ 我国柑橘主产区目前生产中氮肥可节约 ５６ 万

吨ꎬ 节肥潜力为 ５６％ ꎬ 磷肥可节约 ２０ 万吨ꎬ 节肥潜力为 ４３％ ꎬ 钾肥可节约 ２５ 万吨ꎬ 节肥潜力

为 ４２％ ꎮ 按国外柑橘施肥推荐量ꎬ 我国柑橘主产区氮磷钾节肥量分别为 ６７ 万吨、 ２７ 万吨、 ２７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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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ꎬ 氮磷钾节肥潜力分别为 ６７％ 、 ５８％ 、 ４５％ ꎻ 与国内柑橘施肥推荐量相比ꎬ 国外氮磷钾肥

推荐量比国内分别增加 ２５％ 、 ２５％ 、 ６％ ꎮ

表 ３　 中国柑橘化肥消费量与需求量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ｃｉｔｒ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面积
Ａｒｅａ

(万公顷)

肥料总用量 (万吨)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国内推荐 (万吨)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水肥一体
(美国) 推荐 (万吨)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Ａ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４０ ０ １８ ６ ８ ０ １０ ６ ８ ０ ４ ８ ６ ４ ６ ０ ３ ６ ６ ０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５ ５ １０ ５ ５ １ ８ １ ５ １ ３ １ ４ １ ３ ８ ２ ３ ３ ８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２４ ４ １１ ３ ４ ９ ６ ５ ４ ９ ２ ９ ３ ９ ３ ７ ２ ２ ３ ７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１ ７ ９ ０ ４ ４ ６ ９ ４ ３ ２ ６ ３ ５ ３ ３ ２ ０ ３ ３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７ ２ １２ ５ ６ ７ ７ ５ ５ ４ ３ ３ ４ ３ ４ １ ２ ４ ４ １
江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１ ７ １４ ８ ６ ３ ８ ４ ６ ３ ３ ８ ５ １ ４ ８ ２ ９ ４ ８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１８ ０ ７ ９ ３ ７ ４ １ ３ ６ ２ ２ ２ ９ ２ ７ １ ６ ２ ７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０ ９ ５ ９ ２ ５ ２ ４ ２ ２ １ ３ １ ８ １ ６ １ ０ １ ６
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１６ １ ７ ４ ４ ０ ４ ５ ３ ２ １ ９ ２ ６ ２ ４ １ ５ ２ ４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４ ０ １ ８ １ ０ １ １ ０ ８ ０ ５ ０ ６ ０ ６ ０ ４ ０ ６
总计 Ｓｕｍ ２１９ ４ １００ ４７ ６０ ４４ ２６ ３５ ３３ ２０ ３３
节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ａｖｅｄ
５６ ２０ ２５ ６７ ２７ ２７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５６ ４３ ４２ ６７ ５８ ４５

　 　 注: 国内氮磷钾推荐量分别为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 １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 １６０ ｋｇ / ｈｍ２[１６￣１７] ꎻ 水肥一体化 (美国) 氮磷钾推荐

量分别为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６]

Ｎｏｔｅ: Ｎꎬ Ｐ２ Ｏ５ ꎬ Ｋ２ Ｏ ｒａｔｅ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１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１６０ ｋｇ / ｈｍ２ Ｒａｔ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Ａ ａｒｅ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 ａｎｄ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３　 讨论

３ １　 我国农业过量施肥的原因分析

施肥过量是我国肥料利用效率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ꎮ 受 “高投入高产出” 等的政策引导ꎬ
同时也受 “施肥越多ꎬ 产量就越高” “要高产就必须多施肥” 等传统观念的影响ꎬ 政府和农民为

了获得作物高产ꎬ 大量施用化肥ꎬ 不合理甚至盲目过量施肥现象相当普遍ꎬ 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

尤为突出[１８] ꎮ 马立珩等[１９] 研究表明江苏水稻平均施氮量高达 ３３２ ｋｇ / ｈｍ２ꎻ 赵佐平等[２０] 调查研
究指出ꎬ 近年来陕西苹果纯氮施用量平均达 ６７１ ｋｇ / ｈｍ２ꎬ 是苹果树需氮量的近 ３ 倍ꎻ 刘建玲

等[２１]报道ꎬ 近些年河北省中南部苹果园氮肥投入量达到 ７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ꎻ 寇长林等[２２]研究发现 ２００３
年山东桃园氮素盈余量已达到了为 ７４６ ｋｇ / ｈｍ２ꎮ 因此ꎬ 就目前的施肥和管理水平来看ꎬ 我国施肥

过多的原因如下ꎮ
３ １ １　 户主文化程度较低

马立珩等[１９]通过 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分析得知ꎬ 农户的文化水平对施肥用量有显著相关性ꎮ 随着

农户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ꎬ 农户投入的肥料用量有下降的趋势ꎮ
３ １ ２　 劳动力短缺及老龄化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ꎬ 使得更多年轻人迁出ꎬ 农村劳动力短缺ꎮ 同时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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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ꎬ 当前农村面临着村庄空心化、 农业兼业化和农业生产老龄化的现象ꎬ 农村

人口的老龄化也带来了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２３] ꎮ
３ １ ３　 肥料配比及施肥方式不合理

大部分果园施肥只重视化肥ꎬ 而忽视有机肥的施用ꎮ 施肥范围主要集中在 ０ ~ ２０ ｃｍꎬ 果树

的根系主要分布在 ０ ~ ４０ ｃｍꎬ 有的主根可延伸到 １ ~ ２ ｍ 之深ꎬ 所以果农的施肥范围远远不能满

足果树根系的需要[２４] ꎮ 有些农户为了省事ꎬ 直接把肥料撒在树根附近ꎬ 不仅容易造成烧根现象ꎬ
而且肥料挥发ꎬ 还会造成肥料利用率降低ꎮ
３ ２　 减少肥料投入ꎬ 提高肥料利用率的途径

３ ２ １　 适度土地流转ꎬ 减少氮肥投入

造成我国氮肥施用过量主要是因为在小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下ꎬ 农民缺乏氮肥肥效反应方面的

相关知识ꎬ 只是凭经验施肥[２５￣２６] ꎮ 调查显示我国柑橘种植规模多以小农户种植为主ꎬ 大中型农

户为辅ꎮ 而美国柑橘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度集约化和产业化ꎬ 每户平均生产规模约

１６ ２ ｈｍ２ [２７] ꎮ 巴西柑橘生产规模化程度也很高ꎬ 近 １０ 年来果园规模日趋变大ꎬ 种植业主不断减

少ꎬ 小的果园逐渐消失ꎬ 基本走向大规模的集约化经营ꎮ 在圣保罗州ꎬ ８％ 的柑橘农场提供了全

国 ２ / ３ 的柑橘产量[２８] ꎮ 图 ２ 所示ꎬ 在我国柑橘园面积越小施肥越多ꎮ 因此ꎬ 适度土地流转ꎬ 引

导柑橘规模化、 集中化栽培ꎬ 可以减少氮肥投入ꎬ 并维持相对较高的产量和提高品质和效益ꎮ

图 ２　 柑橘园面积大小与施肥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ｉｔｒｕｓ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２ ２　 增加有机肥投入ꎬ 有机无机肥料配合使用

有机肥料中含有作物可吸收的多种营养元素和有机物质ꎬ 及各种有益微生物菌群和活性

酶ꎬ 在改善土壤结构、 活化土壤养分、 提升土壤肥力、 增强有益微生物活性、 促进农作物高

产优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最大可能地将有机肥料投入养分再循环是中国农业的一大特点ꎬ
也是发展循环经济和持续农业的一个重要基础[２９] ꎮ 很多研究表明ꎬ 有机无机肥料配施才能达

到高产和培肥土壤的双重效果ꎬ 有助于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３０￣３１] ꎮ 在化肥与有机肥对作物

的增产效果研究方面ꎬ 国内的大多数研究结果认为化肥的增产作用高于有机肥[３２] ꎮ 国外的研

究结果则认为有机肥与化肥在作物增产效果十分接近或稍微逊色而已[３３￣３４] ꎮ 美国加州实验站

指出ꎬ 果园 Ｎ 肥施用量以无机肥和有机肥各半为宜ꎮ 解开治等[３５] 研究表明在坡地柑橘园中配

施有机肥料不仅可以显著提高柑橘产量ꎬ 还可改善柑橘品质ꎮ 叶荣生[３６] 对重庆五年生哈姆林

甜橙土壤有机质含量状况与产量的调查结果统计分析得知ꎬ 随着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加ꎬ 柑

橘产量呈增加的趋势 (图 ３)ꎮ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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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柑橘产量与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ｉｔｒｕｓ ｙｉｅｌｄ

３ ２ ３　 实施水肥一体化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将肥料溶解于水中随灌溉水输送到作物根区的一种施肥方式ꎮ 生产实践表

明ꎬ 以水肥耦合为基础的水肥一体化技术越来越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综合管理技术措施ꎬ 具

有显著的节肥、 节水、 节药、 省工、 高产、 高效以及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等优点和特点[３７￣３８] ꎮ 韩

庆忠等[３９]研究发现ꎬ 在柑橘园中实施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提高柑橘的挂果量、 增加单果重、 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ꎬ 柑橘园增产效果明显ꎮ
３ ２ ４　 改良土壤ꎬ 提高土壤肥力

土壤的肥力状况与根系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ꎬ 建园定植前机械翻耕土壤ꎬ 对排水不良的果

园ꎬ 在沟底垫荒石以利排水ꎬ 分层施入改良剂 (锯木屑或碎树皮加鸡粪或畜粪的混合物) 同时

在土壤中加入石灰调节土壤反应ꎮ 成年果园在行间也采用相同办法逐年加深土层埋入土壤改良材

料ꎬ 以提高果园的土壤肥力ꎬ 扩大根系的营养吸收面积[４０] ꎮ 李国怀等[４１] 研究表明ꎬ 柑橘园生草

栽培 (百喜草) ２ 年后ꎬ 土壤有效氮、 钾、 锌、 铁等养分含量提高ꎬ 果实产量由 １９ ８ ｔ / ｈｍ２ 提

高到 ２２ ４ ｔ / ｈｍ２ꎬ 增产 １３ １％ ꎮ
３ ２ ５　 适当调减氮磷化肥用量ꎬ 重视秋肥

氮磷钾等主要养分要根据树势分期施用ꎮ 长江流域柑橘每年抽生 ３ 次新稍ꎬ 因此ꎬ 以 ３ 次重

肥为主ꎬ 即 ２ 月底至 ３ 月初施春稍肥ꎬ ６ 月中旬至 ７ 月初施夏稍肥ꎬ ９ 月份施秋梢肥[１６] ꎮ 而调查

数据显示ꎬ 我国柑橘产区农户一年只施春肥和夏肥 ２ 次肥ꎬ 而不重视秋季施肥ꎮ 肥料少量多次施

用可降低土壤残留活性养分过高的峰值ꎬ 减少渗漏损失的潜在风险ꎬ 因而能提高氮肥利用

率[４２￣４４] ꎮ 我国柑橘氮磷钾肥施用比例为 １ ０ ４８ ０ ６ꎬ 与美国的 １ ０ ２２ １、 巴西的 １
０ ５６１、 南非的 １０ ２２１ 等施用比例相比ꎬ 我国柑橘生产中存在氮肥和磷肥过量施用ꎬ 钾肥

稍有欠缺等现象ꎮ

４　 结论

我国柑橘生产过程中化肥施用量普遍偏高ꎻ 柑橘单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ꎬ 肥料增产效率偏低ꎮ
在目前柑橘氮磷钾肥推荐水平下ꎬ 通过减施及调节氮磷钾肥用量ꎬ 可以进一步提高我国柑橘

产量ꎮ 我国柑橘单产变异较大ꎬ 柑橘氮肥偏生产力仅为 ２２ ~ ４３ ｋｇꎬ 远低于世界其他柑橘栽培国

家ꎮ 与其他国家相比ꎬ 我国柑橘未来增产和节肥潜力巨大ꎮ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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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施肥方式、 肥料配比ꎬ 加强农技推广部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力度ꎬ
加快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与实施等措施ꎬ 减少化肥用量ꎬ 挖掘柑橘产量潜力和提高土壤生产

力ꎬ 实现柑橘高产与资源高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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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氮磷养分减施增效管理技术∗

李祖章∗∗ꎬ 刘增兵ꎬ 徐昌旭ꎬ 袁福生
(江西省农科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ꎬ 南昌　 ３３０２００)

摘　 要: 通过综合江西柑橘园的养分管理ꎬ 形成柑橘氮磷养分减施增效管理技术ꎮ 采用调查与试验相结合的方

法ꎮ 结果表明: 江西柑橘常规施肥一般分 ３ 次进行ꎬ 推荐施肥分 ４ ~ ５ 次ꎬ 由于施肥次数增加虽然能提高养分利

用效率ꎬ 但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ꎬ 这个方法不易推广ꎻ 柑橘缓控释配方肥的开发ꎬ 解决了施肥劳动强度问题ꎻ
橘园绿肥覆盖ꎬ 减少了橘园土壤养分流失、 保持土壤水分、 提高土壤质量与柑橘产量ꎻ 柑橘园水肥一体化技术

在减施 ８０％ 氮磷肥的条件下还能保持 ３９％ 以上的增产ꎬ 大幅度提高养分与水分利用效率ꎮ 柑橘缓控释配方肥一

次施用技术、 橘园绿肥覆盖技术和橘园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柑橘氮磷减施增效的有效管理技术ꎮ
关键词: 柑橘ꎻ 氮磷养分ꎻ 减施增效ꎻ 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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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是中国第二大水果ꎬ 仅次于苹果ꎬ 但其栽培面积及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ꎮ 江西柑橘栽培

历史悠久、 种质资源丰富ꎬ 是中国柑橘最重要的优势产区之一ꎬ 产区位于农业部划定的湘南、 赣

南、 桂北柑橘带上ꎬ 面积全国第二ꎬ 产量第三ꎬ 总面积 ４９７ 万亩ꎬ 其中ꎬ 脐橙 １４０ 万亩、 南丰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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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 １０７ 万亩、 甜柚 (井冈蜜柚、 马家柚、 南康斋婆柚)、 新余蜜橘、 温州蜜橘等 ２５０ 多万亩ꎬ
２０１３ 年总产达 ４０７ 万吨ꎬ 拥有一批在国内外独具特色的柑橘品牌ꎬ 如赣南脐橙、 南丰蜜橘、 新

余蜜橘、 南康斋婆柚等ꎮ 江西柑橘栽培主要集中在赣州、 抚州和吉安ꎮ 根据 ２０１２ 年统计结果ꎬ
三市的柑橘栽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省总量的 ８７ ５％ 、 ９０ ９％ ꎮ

但柑橘产业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 ①柑橘品种的问题ꎮ 品质退化: 籽多、 果小、 味酸、 风味

差等ꎻ 品种待更新: 品种大都过时ꎬ 产品缺乏竞争力ꎮ ②苗木问题ꎮ 苗木生产不规范: 柑橘品种

良莠不齐ꎬ 品种不纯ꎻ 苗木经营无监管: 苗木生产经营许可形同虚设ꎬ 检疫性病虫害对产业产生

风险极高ꎮ ③栽培管理技术问题ꎮ 新技术应用少: 新技术辐射范围小ꎬ 总普及率不到 ５０％ ꎻ 机

械化应用程度低: 缺少可用的果园机械ꎻ 标准化程度低: 柑橘园管理农户随意性大ꎮ

１　 柑橘养分管理技术发展过程

１ １　 江西省柑橘施肥状况

根据我们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对全省柑橘主产区全年养分施用量调查结果 (表 １) 显示ꎬ 江西

省柑橘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的平均施用量分别为 ０ ３６ ｋｇ / 株、 ０ ２１ ｋｇ / 株、 ０ ２６ ｋｇ / 株ꎬ 其中ꎬ 脐橙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的施用量分别为 ０ ４６ ｋｇ / 株、 ０ ３１ ｋｇ / 株、 ０ ３６ ｋｇ / 株ꎬ 南丰蜜橘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的施用量分别为 ０ ３９ ｋｇ / 株、 ０ ２６ ｋｇ / 株、 ０ ２９ ｋｇ / 株ꎬ 温州蜜柑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的施用量分别

为 ０ ３０ ｋｇ / 株、 ０ １５ ｋｇ / 株、 ０ １８ ｋｇ / 株ꎮ 脐橙 (包括甜橙) 和南丰蜜橘由于经济效益好ꎬ 果农

愿投入ꎬ 一般施肥量都较高ꎬ 而温州蜜柑由于价格较低ꎬ 经济效益相对较差ꎬ 肥料的投入量也较

少ꎬ 在所施养分中ꎬ 有机肥提供的 Ｎ、 Ｐ、 Ｋ 比例大约分别为 １６ ６％ 、 １３ ０％ 、 ２２ ２％ ꎬ 其他部

分由化肥提供ꎬ 由此可见江西柑橘生产中有机肥的投入量太低 (以上施肥不包括建园时有机肥

的投入)ꎮ 一般ꎬ 新建园需投入较多的有机肥ꎬ 每公顷埋施有机肥 ６０ ｔ 左右ꎬ 钙镁磷肥 ３ ｔꎬ 石灰

２ ２５ ｔꎮ

表 １　 江西省柑橘施肥状况调查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ｃｉｔｒｕ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户数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有机肥

粪肥
Ｍａｎｕｒｅ

饼肥
Ｃａｋ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复合肥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尿素
Ｕｒｅａ

磷肥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钾肥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南丰蜜桔 １２ ６ ０ １ ２ ０ ８ ０ ４ ０ ８３ ０ ２ ０ ３８５ ０ ２６１ ０ ２９３
脐橙 １５ １４ 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５ １ ０ ０ ２ ０ ４６１ ０ ３０７ ０ ３６０
椪柑 ８ ６ ４ ０ ２ ０ ４ ０ ４ ０ ５ ０ １５ ０ ２８２ ０ １３７ ０ １９１
温州蜜柑 １３ ６ ８ ０ １ ０ ５ ０ ４ ０ ５ ０ １ ０ ２９５ ０ １５１ ０ １７７
平均 ８ ３ ０ ５ ０ ４ ０ ４ ０ ７ ０ １６ ０ ３５６ ０ ２１４ ０ ２５５

　 　 注: 粪肥包括猪牛栏粪、 堆肥、 稻草及其他有机肥料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ꎬ 此调查数据为挂果树

当年的施肥情况统计ꎬ 由于调查的农户施肥水平均较好ꎬ 可能调查的结果会偏高

１ ２　 柑橘的常规施肥

江西柑橘常规施肥一般分 ３ 次进行ꎬ 具体时期: ①采果肥 (又称还阳肥)ꎬ 主要是恢复树

势ꎬ 保叶过冬ꎬ 增强抗寒能力ꎬ 促进花芽分化ꎬ 克服大小年结果差异现象ꎮ 一般在采果前 ７ ~
１０ ｄ施用ꎮ 主要以有机肥和复合肥为主ꎬ 施肥量占全年总施肥量的 ４０％ 左右ꎮ ②萌芽肥 (或催

芽肥)ꎬ 促进春季萌芽开花ꎬ 以化肥为主ꎬ 在每年的 ３ 月上旬进行ꎬ 施肥量约占全年总施肥量的

２０％ ꎮ ③壮果促梢肥ꎬ 秋梢是次年主要的结果母枝ꎬ 秋梢萌发期又正值果实迅速膨大期ꎬ 这次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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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点肥ꎬ 一般在每年的 ７ 月上旬施用ꎬ 化肥与有机肥相结合ꎬ 施肥量占全年施肥量的 ４０％
左右ꎮ

江西省主要四大柑橘种类中ꎬ 脐橙的肥料投入最高ꎬ 其次是南丰蜜橘ꎬ 椪柑和温州蜜柑差不

多ꎬ 投入最少ꎮ 肥料的投入与产品的价格和经济效益显著相关ꎮ 脐橙和南丰蜜橘的经济效益好ꎬ
果农投入多ꎬ 温州蜜柑和椪柑的效益差ꎬ 果农的投入就要少 ３０％~ ４０％ ꎮ 所有品种有机肥的比例

均相对较低ꎮ
江西省柑橘主产区柑橘施肥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全省柑橘园土壤有效养分含量不均衡ꎬ 主

要表现为新植坡地与熟化度较高的旱地、 冲积土差异比较大ꎮ ②全省柑橘园土壤养分投入不均

衡ꎬ 一是表现在柑橘品种上ꎬ 经济效益好的品种投入大ꎬ 效益差的品种投入小ꎻ 二是表现在柑橘

主产区大区域间相差较大ꎻ 三是主产区肥料投入中 ＮＰＫ 养分比例不协调ꎬ Ｋ 肥投入比例偏低ꎬ
中微量元素肥料 Ｃａ、 Ｍｇ、 Ｓ 等不重视ꎻ 四是化肥与有机肥所占比例不平衡ꎬ 有机肥用量占整个

养分用量的比例太低ꎮ ③全省柑橘 Ｎ、 Ｐ、 Ｋ 养分施用量不足ꎬ 只有部分县市的部分柑橘园肥料

用量能够满足丰产需要ꎬ 主要是脐橙园ꎮ ④柑橘的大枝修剪整形、 疏果是保持树体营养均衡ꎬ 消

除大小年差异的主要措施ꎬ 但果农对大枝修剪、 疏果均没有充分的认识ꎬ 该技术还没有被果农接

受ꎮ 所以ꎬ 柑橘ꎬ 特别是南丰蜜橘的大小年还非常明显ꎮ
１ ３　 柑橘的推荐施肥

经过多年研究ꎬ 江西柑橘推荐施肥量脐橙 (挂果成年树) 一般每公顷施 Ｎ ６００ ｋｇ、 Ｐ２Ｏ５

３７５ ｋｇ、 Ｋ２Ｏ ６００ ｋｇꎻ 南丰蜜橘 (挂果成年树) 一般每公顷施 Ｎ ５４０ ｋｇ、 Ｐ２Ｏ５ ３００ ｋｇ、 Ｋ２Ｏ
５４０ ｋｇꎻ 温州蜜柑和椪柑 (挂果成年树) 一般每公顷施 Ｎ ４５０ｋｇ、 Ｐ２Ｏ５ ２２５ ｋｇ、 Ｋ２Ｏ ４５０ ｋｇꎮ 江

西柑橘推荐施肥一般分 ４ 次或 ５ 次进行ꎬ 具体时期: ①采果肥 (又称还阳肥)ꎬ 主要是恢复树

势ꎬ 保叶过冬ꎬ 增强抗寒能力ꎬ 促进花芽分化ꎬ 克服大小年结果差异现象ꎮ 一般在采果前 ７ ~ １０
ｄ 施用ꎮ 主要以有机肥和复合肥为主ꎬ 氮、 磷、 钾施用量分别占全年总施用量的 ３０％ ~ ４０％ 、
６０％ 和 ３０％ ꎮ ②萌芽肥 (或催芽肥)ꎬ 促进春季萌芽开花ꎬ 以化肥为主ꎬ 在每年的 ３ 月上旬进

行ꎬ 氮、 钾施用量约分别占全年总量的 ２０％ 和 １５％ ꎮ ③保果肥ꎬ ５—６ 月幼果形成时ꎬ 往往养分

供应不足ꎬ 极易落果ꎬ 一般在每年的 ５ 月上中旬进行ꎬ 以化肥氮为主ꎬ 施肥量约占全年的 ５％ ꎮ
脐橙一般不提倡 ５ 月施保果肥ꎬ 以防导致夏梢猛发而加剧第二次生理落果ꎮ ④壮果促梢肥ꎬ 秋梢

是次年主要的结果母枝ꎬ 秋梢萌发期又正值果实迅速膨大期ꎬ 这次肥是重点肥ꎬ 一般在每年的 ７
月上旬施用ꎬ 化肥与有机肥相结合ꎬ 氮、 磷、 钾施用量分别占全年施肥量的 ３０％ ~ ４０％ 、 ４０％ 、
３０％ ꎮ ⑤提质增效肥ꎬ 这次肥能保持叶片含有较高的 Ｎ、 Ｐ、 Ｋ 养分ꎬ 保证足够的养分运转到果

实部分ꎬ 形成叶绿果黄的景观ꎬ 提高果实外观与内在品质ꎬ 一般在每年的 ９ 月上旬进行ꎬ 以氮、
钾化肥为主ꎬ 施肥量约占全年氮的 ５％ 、 钾的 ２５％ ꎮ 除以上 ５ 次或 ４ 次基本施肥外ꎬ 各地根据实

际生产情况ꎬ 结合打药ꎬ 在 ５—７ 月适当进行一些根外追肥ꎬ 主要喷施锌肥、 硼肥、 钼肥等微量

元素肥料ꎬ 还会喷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ꎮ 在不同施肥时期ꎬ 氮肥偏重于萌芽肥和壮果促梢肥ꎬ 钾

肥偏重于采果肥和壮果促梢肥ꎬ 磷肥偏重于萌芽肥ꎮ
从 ４ 种柑橘施入养分 ＮＰＫ 比例来看ꎬ 南丰蜜橘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为 １０ ６８０ ７６ꎬ 脐橙的为

１０ ６７０ ７８ꎬ 椪柑的为 １０ ４８０ ６８ꎬ 温州蜜柑为 １０ ５１０ ６０ꎮ 南丰蜜橘和脐橙的施肥

比例趋于合理ꎬ 椪柑和温州蜜柑钾素偏低ꎬ 所有品种有机肥的比例过低ꎮ

２　 柑橘氮磷养分减施增效管理技术

第一ꎬ 由于柑橘施肥需要挖沟施肥ꎬ 劳动强度大ꎬ 施肥次数增加虽然能提高养分利用效率ꎬ
但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ꎬ 这个方法不简便ꎬ 不容易推广ꎻ 第二ꎬ 大多数果农施肥采用的复合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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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用型复合肥ꎬ 如 Ｎ￣Ｐ２Ｏ５ ￣Ｋ２Ｏ 含量为 １５￣１５￣１５ 或 １６￣１６￣１６ 等ꎬ 这样易导致磷素过量而浪费磷

素资源ꎬ 同时易造成环境污染ꎮ 基于以上原因ꎬ 开发柑橘缓控释配方肥ꎬ 减少施肥次数和提高养

分利用效率ꎬ 是当前氮磷养分减施增效的主要技术措施ꎻ 随着微滴灌技术应用ꎬ 柑橘园水肥一体

化施用技术也是氮磷养分减施增效的主要技术措施ꎮ
２ １　 柑橘缓控释配方肥应用技术

针对红壤养分缺乏ꎬ 固定能力差的特性ꎬ 以包膜型复合肥为基础ꎬ 按照红壤养分特性和柑橘

需肥特征ꎬ 研发出柑橘配方缓控释肥ꎬ 在国家缓控释肥研究中心实现了中试ꎮ 开展了田间试验和

示范应用ꎬ 作为基肥施用ꎬ 柑橘 １ 年施用 １ 次ꎬ 果实产量提高 ６ ９％ 以上ꎬ 肥料养分利用率提高

１０ ８％ ꎬ 减少了肥料损失对土壤环境的负面影响ꎬ 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于施肥不合理造成的环

境问题ꎮ
蜜橘配方缓控释肥在蜜橘上的应用效果见表 ２ꎮ 由表 ２ 可知ꎬ 对蜜橘产量来说ꎬ 施用缓控释

配方肥比当地常规分次施肥增产 ２６ ５％ ꎻ 对蜜橘品质来说ꎬ 施用生物有机肥比常规施肥ꎬ 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提高 １ ７％ ꎬ 总糖分含量提高 ２ ６％ ꎬ 产品质量明显改善ꎮ 从蜜橘表观来看ꎬ 与常

规施肥相比ꎬ 施用配方缓控释肥和生物有机肥的蜜橘ꎬ 新稍较多ꎬ 树体生长优势较为明显ꎬ 蜜橘

个体大小均一ꎬ 裂果率明显减少ꎮ

表 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蜜橘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ａｎｇｅｒｉｎ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平均株产量
Ｙｉｅｌｄ / ｔｒｅｅ
(ｋｇ / 株)

亩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亩)

总糖分含量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

可溶性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

(％ )

不施肥 ＣＫ ５７ ０ｄ １８２４ ０ｄ １２ ０ｂ １３ ４５ｂ
常规施肥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１００ ５ｂ ３２１６ ０ｂ １３ ０ａ １４ ４５ａ
生物有机肥 Ｂｉｏ￣ｍａｎｕｒｅ ８８ ６ｃ ２８３５ ５ｃ １３ ４ａ １４ ７０ａ
配方缓控释肥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１２７ １ａ ４０７６ ８ａ １２ ９ａｂ １３ ９３ａｂ

　 　 注: 配方缓控释肥 (配方为 １７￣１２￣１７)ꎮ 后 ３ 个处理等氮养分ꎮ 其中ꎬ 常规施肥株施纯 Ｎ ０ ６ ｋｇꎬ Ｐ２ Ｏ５

０ ３ ｋｇꎬ Ｋ２ Ｏ ０ ４５ ｋｇꎬ 一年分 ３ 次施入ꎻ 生物有机肥一次基施 ２０ ｋｇ / 株ꎻ 配方缓控释肥 １ ７６ ｋｇ / 株 ＋ 有机肥

１０ ｋｇ / 株一次性基施

２ ２　 橘园绿肥覆盖技术

２ ２ １　 覆盖绿肥对果园土壤养分流失的影响

试验采用径流小区法ꎬ 设置 ３ 个不同耕作措施处理: 自然裸露ꎻ 自然裸露 ＋ 柑橘ꎻ 绿肥 ＋ 柑

橘ꎮ 供试绿肥种类为百喜草ꎬ 径流小区坡度为 １０°、 面积为 ６４ ｍ２ (８ ｍ × ８ ｍ)ꎮ
２ ２ １ １　 对地表径流量和泥沙侵蚀量的影响

表 ３ 结果表明ꎬ 自然裸露处理的泥沙侵蚀量和径流量最高ꎬ 其次为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ꎬ 绿

肥 ＋ 柑橘处理则最小ꎬ 表明覆盖绿肥能显著减少果园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ꎮ 同时ꎬ 随着时间推

移ꎬ 自然裸露处理与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间的泥沙侵蚀量和径流量呈缩小趋势ꎬ 而绿肥 ＋ 柑橘处

理则表现较为平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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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覆盖绿肥对果园地表径流和泥沙侵蚀的影响 (江西进贤)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Ｊｉｎｘｉ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泥沙总量 (ｋｇ / ｈｍ２ )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ｅｒｏｄｅｄ

径流总量 (ｍ３ / ｈｍ２ )
Ｔｏｔ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自然裸露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４ ５７４ １ａ ４４８ ２ａ
自然裸露 ＋ 柑橘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 ｏｒａｎｇｅ ３ １９７ ３ｂ １９１ ３ｂ
绿肥 ＋ 柑橘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 ｏｒａｎｇｅ ６５ ４ ７５ ８ｃ

　 　 注: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处理不同年份间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ꎬ 下同

２ ２ １ ２　 对地表径流养分流失的影响

不同处理对果园地表径流养分流失的影响见表 ４ꎮ 速效氮流失量以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流失

最大ꎬ 其次为自然裸露处理ꎬ 流失量最少的是绿肥 ＋ 柑橘处理ꎬ 各处理间均达显著差异 (Ｐ <
０ ０５)ꎻ 而在速效磷与速效钾的流失量上ꎬ 表现为自然裸露 > 自然裸露 ＋ 柑橘 > 绿肥 ＋ 柑橘ꎬ 其

中在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与自然裸露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ꎬ 而绿肥 ＋ 柑橘处理与其他两处理间达显

著差异ꎮ 同时ꎬ 各处理径流速效养分流失量随年份下降幅度逐渐缩小ꎬ 这可能与土壤结构稳定以

及年降水量有关ꎮ 监测结果表明覆盖绿肥可以有效减少果园地表径流量ꎬ 从而减少土壤速效养分

流失ꎮ

表 ４　 覆盖绿肥对果园地表径流养分流失的影响 (江西进贤)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Ｊｉｎｘｉ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速效 Ｎ (ｇ / ｈｍ２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速效 Ｐ (ｇ / ｈｍ２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速效 Ｋ (ｇ / ｈｍ２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自然裸露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１ ５ａｂ ０ ３６ａ ５ ９７ａ
自然裸露 ＋ 柑橘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 ｏｒａｎｇｅ １ ８０ｂ ０ ２８ａ ５ ７５ａ
绿肥 ＋ 柑橘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 ｏｒａｎｇｅ ０ ３８ ｃ ０ ０３ｂ ２ ５９ｂ

２ ２ １ ３　 对果园土壤颗粒态养分的影响

覆盖绿肥对土壤颗粒态养分流失的影响见表 ５ꎮ ３ 年的试验结果表明ꎬ 土壤颗粒有机质流失

量ꎬ 第一年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流失量最大外ꎬ 且各处理差异显著ꎬ 而第二年、 第三年则以自然

裸露处理最大ꎬ 但与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无显著差异ꎻ 各处理中ꎬ 绿肥 ＋ 柑橘处理有机质流失量

随时间呈先降后升的趋势ꎬ 这可能是第一年土壤疏松而导致有机质流失量大ꎬ 到第二年由于土壤

紧实后ꎬ 有机质流失量迅速下降ꎬ 而到第三年ꎬ 绿肥 ＋ 柑橘处理有机质流失量上升可能由于绿肥

枯死茎叶的原因ꎬ 从而导致有机质流失量有所提升ꎮ 在全氮上ꎬ 各年份流失量最高的均为自然裸

露 ＋ 柑橘处理ꎬ 其次为自然裸露处理ꎬ 最小的为绿肥 ＋ 柑橘处理ꎬ 各处理间差异显著ꎻ 在全磷

上ꎬ 各年份流失量最高的均为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ꎬ 其次为自然裸露处理ꎬ 最小的为绿肥 ＋ 柑橘

处理ꎬ 但在第一年各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ꎬ 在第二年、 第三年中ꎬ 自然裸露处理与自然裸露 ＋ 柑

橘处理无显著差异ꎻ 在全钾上ꎬ 其趋势与全氮基本一致ꎬ 各年份全钾流失量表现为自然裸露 ＋ 柑

橘 > 自然裸露 > 绿肥 ＋ 柑橘ꎮ 从表中还可看出ꎬ 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各年份中土壤泥沙养分流失

量均高于自然裸露处理ꎬ 这可能是由于自然裸露 ＋ 柑橘处理人工施肥导致养分流失量连年高于自

然裸露处理的主要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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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覆盖绿肥对果园土壤颗粒态养分流失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有机质 (ｇ / ｈｍ２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全 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Ｔｏｔａｌ Ｎ

全 Ｐ (ｋｇ / ｈｍ２ )
Ｔｏｔａｌ Ｐ

全 Ｋ (ｋｇ / ｈｍ２ )
Ｔｏｔａｌ Ｋ

自然裸露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１１１ ４９ａ ５ ８９ａ ２ ９０ａ ８０ ６８ａ
自然裸露 ＋ 柑橘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 ｏｒａｎｇｅ １１６ ７６ａ ７ ８４ｂ ３ ４９ａ １２１ ２８ｂ

绿肥 ＋ 柑橘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 ｏｒａｎｇｅ ２５ ５８ｂ １ ３３ ｃ ０ ６３ｂ ２０ １７ ｃ

２ ２ １ ４　 初步结论

本试验初步监测结果表明ꎬ 地表径流量以及泥沙侵蚀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自然裸露 > 自然裸

露 ＋ 柑橘 > 绿肥 ＋ 柑橘ꎬ 表明橘园覆盖绿肥能有效遏制地表径流的产生ꎬ 防止水土侵蚀ꎬ 减少养

分流失ꎮ
２ ２ ２　 覆盖绿肥对果园土壤质量的影响

２ ２ ２ １　 覆盖绿肥对果园土壤养分的影响

从表 ６ 中看出ꎬ 与对照相比ꎬ 果园覆盖绿肥后ꎬ 土壤的 ｐＨ 值提高了 ０ １５ ~ ０ ２５ꎬ 有机质

提高了 ９ ８％~ １８ ４％ ꎬ 碱解氮提高了 ８ ３％ ~ １９ ２％ ꎬ 速效磷提高了 ２ ３％ ~ ３１ ８％ ꎬ 速效钾

提高了 ６ ７％~ ３５ ３％ ꎬ 全氮提高了 ２ ５％ ~ ３ ２％ ꎬ 全磷提高了 １ ７％ ~ ６ ５％ ꎬ 全钾提高了

０ ４％~ ２ ５％ ꎮ 表明果园覆盖绿肥均可不同程度提高肥力ꎬ 缓解土壤酸化ꎬ 这是由于绿肥作物

覆盖果园地表ꎬ 减少土壤养分受外界环境影响而流失ꎬ 同时豆科绿肥具有固氮作用ꎬ 以及根

系分泌腐殖质等物质ꎬ 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ꎬ 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矿化ꎮ

表 ６　 覆盖绿肥对果园土壤养分的影响 (２０１３ꎬ 江西进贤)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Ｊｉｎｘｉ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０１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Ｈ

有机质
ＯＭ

(ｇ / ｋｇ)

速效 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 Ｋ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碱解 Ｎ
Ａｌｋ￣ｈｙｄｒ Ｎ
(ｍ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全磷
Ｔｏｔａｌ Ｐ
(ｇ / ｋｇ)

全钾
Ｔｏｔａｌ Ｋ
(ｇ / ｋｇ)

ＣＫ ４ ６３ １６ ０ １５ ５ ９９ ２ ７８ ９ ０ ８３１ ０ ４７９ １１ ７９
毛叶苕子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４ ８８ １８ ６ ２０ ５ １２５ ０ ９４ １ ０ ８５２ ０ ５１０ １２ ０９

圆叶决明
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ｉｓｔ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４ ７８ １７ ６ １５ ９ １０５ ８ ８７ ２ ０ ８５８ ０ ４８８ １１ ９７

白三叶草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ｖｅｒ ４ ８０ １９ ０ １６ ４ １３４ ２ ９０ ９ ０ ８６２ ０ ４８７ １１ ８３

２ ２ ２ ２　 覆盖绿肥对果园土壤容重的影响

定位试验 ４ 年后 (图 １)ꎬ 覆盖绿肥各处理 ０ ~ ２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容重比对照降低了 ０ ０９ ~
０ １３ ｇ / ｍ３ꎬ 但无显著差异ꎻ 覆盖绿肥各处理 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容重比对照降低了 ０ ０２ ~
０ ０４ ｇ / ｍ３ꎬ 亦无显著差异ꎬ 表明覆盖绿肥能降低土壤容重ꎬ 但短期内效果不是很显著ꎮ
２ ２ ２ ３　 覆盖绿肥对果园土壤孔隙度的影响

从图 ２ 可看出ꎬ ４ 年后ꎬ 覆盖绿肥处理 ０ ~ ２０ ｃｍ 土层土壤的孔隙度比对照提高了 １１ ３ ~
１６ ２ 个百分点ꎬ 达显著差异ꎬ 在覆盖绿肥各处理中ꎬ 其中毛叶苕子土壤孔隙度最高ꎬ 但各绿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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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ꎻ 在 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土壤的孔隙度上ꎬ 与对照相比ꎬ 覆盖绿肥各处理土壤孔隙

度提高了 ６ ０ ~ １０ ６ 个百分点ꎬ 除覆盖圆叶决明处理无显著差异外ꎬ 其他覆盖绿肥处理达显著

差异ꎮ

图 １　 覆盖绿肥对果园土壤容重的影响 (２０１４ꎬ 江西进贤)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ｓｏｉｌ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Ｊｉｎｘｉ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０１４)

图 ２　 覆盖绿肥对土壤孔隙度的影响 (２０１４ꎬ 江西进贤)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Ｊｉｎｘｉ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０１４)

２ ２ ３　 覆盖绿肥对果树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２ ２ ３ １　 对树体生长发育的影响

从表 ７ 中可看出ꎬ 覆盖绿肥能促进柑橘生长发育ꎮ 从柑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树冠的增长量可见ꎬ
覆盖毛叶苕子处理冠幅增长了 ３９ ０ ~ ４１ ９ ｃｍꎬ 是对照处理的 ３ ４ 倍ꎬ 株高增高 ２０ ４ ｃｍꎬ 是对

照的 ３ ０ 倍ꎻ 覆盖白三叶处理冠幅增长了 ３５ １ ~ ３５ ８ ｃｍꎬ 是对照的 ２ ９ 倍ꎻ 覆盖圆叶决明处理

冠幅增长了 １ ８ 倍ꎮ 在柑橘叶片 ＳＰＡＤ 值上ꎬ 与对照 (ＣＫ) 相比ꎬ 各覆盖绿肥处理的柑橘叶片

ＳＰＡＤ 值提高幅度为 １ ８％~ ３ ６％ ꎬ 其中覆盖毛叶苕子处理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ꎬ 覆盖

白三叶处理和覆盖圆叶决明处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ꎮ ４ 年后ꎬ 覆盖绿肥各处理柑橘采收期发生比

０７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对照延长了 ９ ~ １３ ｄꎬ 可能是绿肥的覆盖提高了土壤含水量ꎬ 导致柑橘成熟期后移ꎮ

表 ７　 覆盖不同绿肥对柑橘生长的影响 (ｃｍ)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ｍ)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１ / ２０１１ １１ / ２０１５

南北树冠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ｗｎ
Ｄ (Ｓ￣Ｎ)

东西树冠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ｗｎ
Ｄ (Ｅ￣Ｗ)

株高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南北树冠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ｗｎ
Ｄ (Ｓ￣Ｎ)

东西树冠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ｗｎ
Ｄ (Ｅ￣Ｗ)

株高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ＰＡＤ

ＣＫ １７８ ７ １９８ ５ １９２ ９ １９２ ８ ２１５ ２ ２０３ ４ ８０ １ｂ
毛叶苕子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１７５ ５ １９４ ６ １９０ １ ２２０ ２ ２４０ ８ ２１７ ５ ８３ ０ａ

圆叶决明
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ｉｓｔ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１７５ ３ １９２ ２ １８９ ６ ２１２ １ ２２２ ５ ２１０ ２ ８１ ５ａｂ

白三叶草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ｖｅｒ １７６ ３ １９６ ５ １９１ ３ ２１８ ９ ２３７ ６ ２１５ ６ ８１ ６ａｂ

２ ２ ３ ２　 对柑橘产量的影响

从表 ８ 可看出ꎬ 套种绿肥 ４ 年对柑橘产量有显著的影响ꎮ 与对照 (ＣＫ) 相比ꎬ ４ 年后套种

绿肥各处理平均柑橘产量增产 ５ ２％~ １６ ９％ ꎬ 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ꎻ 在套种绿肥各处

理中以套种毛叶苕子处理产量最高ꎬ 且各绿肥处理间差异的显著ꎮ 表明套种绿肥能显著提高柑橘

产量ꎬ 实现柑橘稳产ꎮ

表 ８　 覆盖利用不同绿肥对柑橘产量的影响 (江西进贤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Ｔａｂｌｅ 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ｍｕｌｃｈ ｏ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ｙｉｅｌｄ (Ｊｉｎｘｉａｎ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柑橘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较对照增产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 ％ )

ＣＫ １８ ４７１ ２ｄ
毛叶苕子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２１ １７７ ０ ａ １６ ９

圆叶决明
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ｉｓｔ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１９ ０４６ ９ ｃ ５ ２

白三叶草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ｖｅｒ ２０ ２２５ ０ ｂ １０ ９

２ ２ ３ ３　 对柑橘品质的影响

从表 ９ 可以看出ꎬ 毛叶苕子处理南丰蜜橘果实的横径、 纵径、 单果重量、 总糖、 维生素 Ｃ、
可溶性固形物及果形指数最大ꎬ 可滴定酸最低ꎮ 套种绿肥处理的南丰蜜橘单果重量、 平均单株产

量、 可溶性总糖、 糖 / 酸、 维生素 Ｃ 均高于对照ꎬ 表明套种绿肥对柑橘果实的膨大生长及糖分和

维生素的积累有促进作用ꎬ 这可能是因为绿肥覆盖有利于增加土壤水分ꎬ 导致树体处于旺盛生长

状态ꎬ 从而促进果实的膨大生长ꎬ 改善了果实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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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套种不同绿肥对柑橘果实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ｏ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处理
单果重

Ｗｅｉｇｈｔ / ｆｒｕｉｔ
(ｇ)

可溶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

(％ )

总糖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ｇａｒ

(ｇ / １００ ｍＬ)

可滴定酸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ａｃｉｄ

(％ )

糖 / 酸
Ｓｕｇａｒ ｔｏ
ａｃｉｄ ｒａｔｉｏ

维生素 Ｃ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ｍｇ / ｇ)

果形指数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Ｋ ３６ ７ｃ １１ ０ｂ ９ ４ａ １ ６９ａ ５ ６ｃ ０ ３８９ｂ ０ ７１ａ

毛叶苕子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４１ ３ａ １２ ２ａ １０ ２ａ １ ４３ｂ ７ １ａ ０ ４８９ａ ０ ７４ａ

圆叶决明
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ｉｓｔ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３７ ９ｂｃ １１ ９ａ ９ ７ａ １ ５７ａｂ ６ ２ｂ ０ ４５０ａ ０ ７２ａ

白三叶草
Ｗｈｉｔｅ ｃｌｏｖｅｒ ４０ ６ａｂ １２ ２ａ ９ ６ａ １ ６０ａ ６ ０ｂｃ ０ ４７５ａ ０ ７３ａ

２ ３　 柑橘园水肥一体化施用技术

微灌施肥系统ꎬ 由主蓄水池、 供水支管、 田间水池 (配肥池)、 水位控制器、 田间支管和微

润水管构成ꎮ 微灌施肥系统利用山地高差形成的水势梯度ꎬ 采用自压水流灌溉ꎻ 施肥时无需外加

动力ꎬ 只需将水溶性肥料溶解到配肥池中ꎬ 水肥从田间水池 (配肥池)、 水位控制器、 田间支管

和微润水管输送到柑橘根部ꎮ 微润灌系统的微润水管是由纳米材料制成ꎬ 可根据土壤的湿度自行

调节灌溉ꎮ 当土壤湿度高时ꎬ 可以控制出水ꎻ 当遇到土壤墒情不足时ꎬ 它就自动渗水ꎬ 从而实现

自控制灌溉ꎬ 简化了管理系统ꎮ 根据柑橘不同生理阶段养分需求ꎬ 还可以直接调整灌溉水营养元

素的组成和含量ꎬ 从而及时、 有效地协调脐橙水分生理ꎬ 确保脐橙最佳的水肥供应ꎮ
脐橙园的微灌施肥一体化试验表明ꎬ 该项技术可以明显改进脐橙水肥供应ꎬ 单株结果数显著

增加ꎬ 单产显著提高ꎮ 与对照相比ꎬ 在肥料用量减少 ８０％ 的情况下ꎬ 单株结果数增加 ７９ 个ꎬ 单

产增加 ３９ ４％ ꎬ 人工费降低 ９６ ７％ ꎬ 每亩增收 ２ ６８１元ꎬ 节本增效明显ꎬ 当年可以收回灌溉施肥

系统的投入ꎬ 大幅度减少了肥料施用量和人工费用ꎬ 提高了脐橙种植经济收益ꎮ 同时提高肥料养

分利用率ꎬ 有利于降低养分流失ꎬ 大幅减少面源污染ꎬ 该项技术推广对红壤橘园区具有较好的生

态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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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栽培中追施化肥对可溶性有机质及西瓜生长的影响∗

王秋君∗∗ꎬ 马　 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摘　 要: 探讨有机基质栽培过程中施用化肥对基质中可溶性有机质化学结构的影响ꎮ 以猪舍发酵床垫料、 珍珠

岩、 蛭石和泥炭按体积比 ４２２２ 混合作为西瓜栽培基质ꎬ 设置不施肥 (ＣＫ)、 施氮钾肥 (ＮＫ)、 施氮磷钾

肥 (ＮＰＫ) ３ 个处理ꎬ 研究西瓜生物学性状和基质化学性状ꎮ 结果表明: ＮＰＫ 处理的西瓜果实产量较 ＮＫ 处理显

著提高了 ３３ ４％ ꎬ 且植株生物量较 ＣＫ 处理和 ＮＫ 处理也分别显著提高了 ３５ ３％ 和 １３ ８％ ꎻ 与 ＣＫ 和 ＮＫ 处理相

比ꎬ ＮＰＫ 处理显著增加了西瓜茎中的氮、 磷含量ꎬ 且显著降低了基质中有机质、 铵态氮和速效磷含量ꎻ ＮＰＫ 处

理的可溶性有机物的腐殖化程度高于 ＣＫ 和 ＮＫ 处理ꎮ 研究结果说明以猪舍发酵床垫料为原料的有机基质可以作

为西瓜生长的载体ꎬ 此外ꎬ 本研究推论ꎬ 不同肥料处理不仅通过其自身所带养分改变了基质中养分含量ꎬ 同时

也可能通过改变基质中可溶性有机物化学结构而间接影响了基质中速效养分的含量ꎬ 最终改变了西瓜生物学

性状ꎮ
关键词: 发酵床垫料ꎻ 西瓜ꎻ 养分ꎻ 水溶性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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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户的认可[１] ꎮ 但是针对用后发酵床垫料的处理方法ꎬ 目前研究较少ꎮ 发酵床经过畜禽排泄

的粪尿充分混合ꎬ 实现了原位的吸附和分解ꎬ 使得其中的养分含量丰富[２] ꎮ 发酵床垫料经过堆

肥腐熟后可以作为一种优质的有机肥料ꎮ 纪玉琨研究发现ꎬ 将发酵床垫料作为有机肥施入土壤中

明显提高了土壤有机质、 全氮、 全磷和全钾含量ꎬ 提高了土壤的肥力ꎮ 利用农业废弃物作为蔬菜

类作物的无土栽培基质是目前废弃物资源化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３] 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 以农业废

弃物为原料的有机基质中含有丰富的养分ꎬ 可促进蔬菜类作物的生长ꎬ 提高作物的产量和

品质[４￣５] ꎮ
可溶性有机质作为土壤中的天然配位体ꎬ 对土壤中养分的有效性及其迁移特性有重要影响ꎮ

可溶性有机质仅占土壤有机质总量的极小部分ꎬ 但却是土壤有机质中最活跃的组分之一ꎬ 也是土

壤有机质研究中最有意义的量化指标ꎮ 土壤可溶性有机质被认为是可矿化的氮源和磷源ꎬ 对土壤

中养分循环和有效性具有重要的作用[６] ꎮ 可溶性有机质可以通过增加作物生长环境中氮和一些

微量元素的有效性从而促进作物的生长[７] ꎮ
在堆肥和有机基质的一些生物化学过程中ꎬ 可溶性有机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８] ꎬ 且对总有

机质的变化有重要的指示作用[９] ꎮ 目前ꎬ 国内外学者对土壤可溶性有机质的研究较多ꎬ 然而关

于作物栽培基质中可溶性有机质的研究较少ꎮ
为了弥补同类研究的不足ꎬ 本试验在以发酵床垫料为原料的有机基质西瓜栽培条件下ꎬ 研究

了施用不同的化肥对基质中可溶性有机质化学结构的影响ꎬ 了解可溶性有机质与速效养分的相关

性ꎬ 以期为猪舍发酵床垫料在西瓜无土栽培上的高效应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供试西瓜品种为 ‘苏蜜八号’ꎮ
供试有机基质材料为充分腐熟的发酵床垫料 (原料主要是水稻秸秆ꎬ 垫料厚度为 １ ｍꎬ 发酵

时间为 １ 年)、 珍珠岩、 蛭石、 泥炭ꎬ 按体积比 ４２２２ 混合ꎮ 基质容重为 ０ ２３ ｇ / ｃｍ３ꎬ 总孔

隙度为 ７７ ７３％ ꎬ ｐＨ 值为 ６ ９７ꎬ ＥＣ 值为 ２ ６１ ｍｓ / ｃｍꎬ 铵态氮含量 １４ ９７ ｍｇ / ｋｇꎬ 硝态氮含量

１６７ ８９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磷 ４５ ０２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钾 ２ ９９ ｇ / ｋｇꎬ 有机质 ２６１ ４７ ｇ / ｋｇꎬ 全氮 ２４ ４３ ｇ / ｋｇꎬ
全磷 １２ ０４ ｇ / ｋｇꎬ 全钾 ２８ ２６ ｇ / ｋｇꎮ

供试追肥为尿素、 过磷酸钙 (Ｐ２Ｏ５ 含量为 １６％ )、 硫酸钾ꎮ
１ ２　 试验设计

西瓜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定植于南京市六合区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六合动物科学基地塑料大棚

内ꎬ １０ 月 ２４ 日拉秧ꎮ 试验共设 ３ 个处理ꎮ 以不施肥为空白对照 ( ＣＫ)ꎬ 施氮肥和钾肥处理

(ＮＫ)ꎬ 氮磷钾肥全施 (ＮＰＫ)ꎮ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 随机区组排列ꎮ
采用槽式栽培ꎬ 槽长 ２ ４ ｍꎬ 宽 ０ ７ ｍꎬ 高 ０ ３ ｍꎮ 每槽装基质 １１５ ｋｇꎬ 种植 １２ 株西瓜ꎬ 行

距为 ０ ３５ ｍꎬ 株距为 ０ ４ ｍꎮ 定植 １５ ｄ 后第一次追肥ꎬ 定植 ４０ ｄ 后第二次追肥ꎮ 两次追肥量一

致ꎮ ＮＫ 处理每个槽的追肥量为 １７４ ｇ 尿素ꎬ ２９８ ｇ 硫酸钾ꎮ ＮＰＫ 处理每个槽的追肥量为 １７４ ｇ 尿

素ꎬ ４９２ ｇ 过磷酸钙ꎬ ２９８ ｇ 硫酸钾ꎮ 追肥方式采用沟施 (在西瓜植株附近开沟ꎬ 然后将肥料埋

进去)ꎮ 灌溉方式为滴灌ꎮ 西瓜生育期为 ５９ ｄꎮ
１ 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在西瓜成熟期统计西瓜产量和植株生物量ꎬ 每个基质槽采取 ３ 个果实测定果实的可溶性糖含量

和有效酸度ꎬ 采取 ３ 株西瓜植株测定西瓜不同器官的氮、 磷、 钾含量ꎮ 可溶性糖测定采用手持糖度

计ꎻ 有效酸度采用 ｐＨ 计ꎻ 氮、 磷、 钾测定分别采用凯氏定氮法、 钼锑抗比色法、 火焰光度计法ꎮ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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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基质槽用土钻采取 ４ 个点的基质ꎬ 装入塑料袋后带回实验室ꎬ 自然风干后用于理化性质

的分析ꎮ 铵态氮测定采用 ＫＣｌ 浸提—靛酚蓝比色法ꎻ 硝态氮测定采用 ＫＣｌ 浸提—酚二磺酸比色

法ꎻ 速效磷测定采用 ＮａＨＣＯ３ 浸提—钼蓝比色法ꎻ 速效钾测定采用醋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

定ꎻ 总有机质和可溶性有机碳、 氮测定采用 ＴＯＣ 仪ꎻ 可溶性有机质的三维荧光光谱采用分子荧

光光度计测定 (ＣＡＲＹ Ｅｌｉｃｐｓｅ)ꎻ 全氮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ꎻ 全磷采用钼锑抗比色法ꎻ 全钾采用

火焰光度计法ꎻ 取风干基质 １０ ｇꎬ 加超纯水 ５０ ｍＬꎬ 振荡 ３０ ｍｉｎꎬ 测定 ｐＨꎮ
１ ４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５ ０ 软件分析ꎮ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数据组间的差异ꎬ 显著性

水平设定为 Ｐ ＝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生物量和果实品质的影响

不同施肥处理的西瓜果实产量和植株生物量如图 １ꎮ 从图 １ 可看出ꎬ 不同施肥处理的西瓜果

实产量和植株生物量差异显著ꎮ ＮＰＫ 处理 (６７ ４ ｔ / ｈｍ２ ) 的西瓜果实产量与 ＣＫ (６６ ７ ｔ / ｈｍ２ )
差异不显著ꎬ 但两者均显著高于 ＮＫ (５０ ５ ｔ / ｈｍ２) 处理ꎬ 分别提高了 ３３ ４％ 和 ３２ ５％ ꎬ 显著高

于 ＮＫ 处理ꎮ ＮＰＫ 处理 (１１ ３ ｔ / ｈｍ２ ) 的植株生物量也最高ꎬ 且显著高于 ＣＫ (８ ４ ｔ / ｈｍ２ ) 和

ＮＫ (９ ５ ｔ / ｈｍ２) 处理ꎬ 分别增加了 ３５ ３％ 和 １３ ８％ ꎮ 总体来说ꎬ ＮＰＫ 处理 (７８ ７ ｔ / ｈｍ２) 的西

瓜总生物量最高ꎬ 较 ＣＫ (７５ １ ｔ / ｈｍ２) 和 ＮＫ (６０ ４ ｔ / ｈｍ２) 处理提高了 ４ ８％ 和 ３０ ２％ ꎮ

图 １　 不同施肥处理的西瓜果实产量和植株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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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间果实产量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ꎮ 下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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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ｕｉｔ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ｇｕｒｅｓ

由表 １ 可见ꎬ ＮＰＫ (１３ ７) 处理的西瓜果实数量与 ＣＫ 处理 (１３ ０) 差异不显著ꎬ 两者显著

高于 ＮＫ (８ ５) 处理ꎮ ＮＰＫ (９１７ ６ ｇ) 处理的单果重与 ＣＫ 处理 (９０８ １ ｇ) 差异不显著ꎬ 两者

显著高于 ＮＫ 处理 (６９１ ０ 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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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施肥处理的西瓜产量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果数 Ｍｅｌｏｎ Ｎｏ / ｐｌａｎｔ (槽) 单果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ｍｅｌｏｎ (ｇ)

ＣＫ １３ ０ ± １ ４ａ ９０８ １ ± ９０ ２ａ
ＮＫ ８ ５ ± ０ ７ｂ ６９１ ０ ± ３７ ８ｂ
ＮＰＫ １３ ７ ± ２ ０ａ ９１７ ６ ± １４ ４ａ

　 　 注: 同列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ꎮ 下表同

Ｎｏ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ｓ

２ 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不同器官氮磷钾含量的影响

分析看出ꎬ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茎的含氮量有显著的影响 (图 ２)ꎬ ＮＰＫ 处理的茎部含氮量

(２８ ３ ｇ / ｋｇ) 显著高于 ＣＫ (１６ ３ ｇ / ｋｇ) 和 ＮＫ (１６ ３ ｇ / ｋｇ) 处理ꎮ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的根、
叶和果实中的含氮量无显著影响ꎮ

图 ２　 不同施肥处理的西瓜不同器官的氮含量

Ｆｉｇ ２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分析看出ꎬ ＮＰＫ 处理 (８ ４ ｇ / ｋｇ) 的根含磷量显著地高于 ＮＫ 处理 (４ １ ｇ / ｋｇ) (图 ３)ꎬ
ＮＰＫ 处理 (６ １ ｇ / ｋｇ) 的茎含磷量显著地高于 ＣＫ (３ ４ ｇ / ｋｇ) 和 ＮＫ (２ ４ ｇ / ｋｇ) 处理ꎬ ＮＰＫ 处

理 (２ ９ ｇ / ｋｇ) 的果实含磷量显著地高于 ＣＫ 处理 (１ ９ ｇ / ｋｇ)ꎮ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叶的含磷量

无显著影响ꎮ
分析看出ꎬ ＣＫ 处理的根中含钾量 (２４ ０ ｇ / ｋｇ) 与 ＮＰＫ 处理 (２０ ５ ｇ / ｋｇ) 的差异不显著ꎬ

但显著高于 ＮＫ 处理 (１８ ７ ｇ / ｋｇ) (图 ４)ꎮ ＣＫ 处理的茎中含钾量 (３４ ５ ｇ / ｋｇ) 显著的高于 ＮＰＫ
(２７ １ ｇ / ｋｇ) 和 ＮＫ 处理 (２３ ８ ｇ / ｋｇ)ꎮ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叶和果的含钾量无显著影响ꎮ
２ ３　 不同施肥处理对基质化学性状的影响

表 ２ 为不同施肥处理的基质化学性状ꎮ 与 ＣＫ 处理 (１９ ５ ｍｇ / ｋｇ) 相比ꎬ ＮＫ (１４ ０ ｍｇ / ｋｇ)
和 ＮＰＫ ( １３ ９ ｍｇ / ｋｇ ) 处理显著降低了基质中铵态氮含量ꎮ 与 ＮＫ 处理 ( １６３ ５ ｇ / ｋｇ、
６３ ２ ｍｇ / ｋｇ、 ７２ ８ ｍｇ / ｋｇ) 相比ꎬ ＮＰＫ 处理显著降低了基质中有机碳 (１５４ ５ ｇ / ｋｇ)、 硝态氮

(４５ ５ ｍｇ / ｋｇ) 和速效磷 (６３ ７ ｍｇ / ｋｇ) 含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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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施肥处理的西瓜不同器官的磷含量

Ｆｉｇ ３　 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 ４　 不同施肥处理的西瓜不同器官的钾含量

Ｆｉｇ ４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表 ２　 不同施肥处理的基质化学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Ｋ ＮＫ ＮＰＫ

有机碳 ＯＣ (ｇ / ｋｇ) １６６ ２ ± ３ ２ａ １６３ ５ ± ６ ７ａ １５４ ５ ± ４ ９ｂ
全氮 ＴＮ (ｇ / ｋｇ) ２２ ７ ± １ ４ａ ２０ ８ ± ０ ６ａ ２２ ６ ± ０ ８ａ
全磷 ＴＰ (ｇ / ｋｇ) １２ ２ ± ０ ８ａ １２ ３ ± ０ ７ａ １１ ９ ± ０ ９ａ
全钾 ＴＫ (ｇ / ｋｇ) ２４ ０ ± ４ １ａ ２１ ５ ± ０ ４ａ ２４ ７ ± ７ ９ａ
铵态氮 ＮＨ ＋

４ ￣Ｎ (ｍｇ / ｋｇ) １９ ５ ± ０ ９ａ １４ ０ ± ０ ３ｂ １３ ９ ± ０ １ｂ
硝态氮 ＮＯ －

３ ￣Ｎ (ｍｇ / ｋｇ) ３７ ３ ± ２ ３ｂ ６３ ２ ± ２０ ９ａ ４５ ５ ± ２ ４ｂ
速效磷 ＡＰ (ｍｇ / ｋｇ) ８４ ４ ± ７ ３ａ ７２ ８ ± １６ １ｂ ６３ ７ ± ２１ ６ｃ
速效钾 ＡＫ (ｇ / ｋｇ) ２ ３ ± ０ ４ａ ２ ３ ± ０ ３ａ ２ １ ± ０ ８ａ
ｐＨ ７ ８ ± ０ １ａ ７ ７ ± ０ １ａ ７ ６ ± ０ ２ａ
灰分 Ａｓ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６ １ ± ０ ７ａ ２６ ８ ± １ ５ａ ２５ ５ ± １ 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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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不同施肥处理对基质中可溶性有机质的影响

表 ３ 为不同施肥处理的基质可溶性有机碳、 氮含量ꎮ 由表 ３ 可知ꎬ 不同施肥处理对基质

可溶性有机碳、 氮含量有显著的影响ꎮ ＮＰＫ 处理 (３４５ ９ ｍｇ / ｋｇ) 的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显著

低于 ＣＫ (６２９ ６ ｍｇ / ｋｇ) 和 ＮＫ 处理 (５７９ ６ ｍｇ / ｋｇ) ꎮ ＮＫ 处理 (１８１ ４ ｍｇ / ｋｇ) 和 ＮＰＫ 处

理 (１７９ ３ ｍｇ / ｋｇ) 的可溶性有机氮含量显著低于 ＣＫ (２２７ ３ ｍｇ / ｋｇ) ꎮ 不同处理的可溶性

有机质的 Ｃ / Ｎ 比无显著差异ꎮ

表 ３　 不同施肥处理的可溶性有机碳、 氮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可溶性有机碳 ＤＯＣ (ｍｇ / ｋｇ) 可溶性有机氮 ＤＯＮ (ｍｇ / ｋｇ) Ｃ / Ｎ

ＣＫ ６２９ ６ ± ６５ ７ａ ２２７ ３ ± ５ ３ａ ２ ７ ± ０ ２ａ
ＮＫ ５７９ ６ ± ２８ ５ａ １８１ ４ ± ４１ ７ｂ ３ ２ ± ０ ４ａ
ＮＰＫ ４６３ ９ ± ４５ ３ｂ １７９ ３ ± ５ ４ｂ ２ ６ ± ０ ２ａ

为充分了解不同施肥处理对基质中可溶性有机质组成及结构的影响ꎬ 对不同施肥处理中的基

质可溶性有机质进行了三维荧光光谱分析ꎬ 所得特征峰光谱图见图 ５ꎮ 由图 ５ 可知ꎬ 基质中可溶

性有机质的三维荧光光谱中主要存在两个峰ꎮ ＮＰＫ 处理的两个峰的强度都最低ꎬ ＣＫ 处理的两个

峰的强度最高ꎮ 三维荧光光谱可分为 ５ 个区域ꎬ 每个区域分别代表基质中的不同有机物质ꎮ 其

中ꎬ Ｉ、 ＩＩ 区代表芳香蛋白类物质ꎮ ＩＩＩ 区为富里酸化合物的区域ꎬ ＩＶ 区域为微生物代谢产物区

域ꎬ Ｖ 为腐殖酸类化合物的荧光区ꎮ 根据三维荧光光谱分析计算出不同区域的比例 (表 ４)ꎮ
ＰＶꎬｎ / ＰＩＩＩꎬｎ表示基质中可溶性有机质的腐殖化程度ꎮ 由表 ４ 可看出ꎬ 所有处理的可溶性有机质的组

成中ꎬ 富里酸化合物的相对含量最高ꎬ 其次是芳香蛋白类物质ꎬ 腐殖酸类化合物ꎬ 微生物代谢产

物的相对含量最低ꎮ

表 ４　 不同施肥处理的基质可溶性有机质的三维荧光图谱中区域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ｉꎬ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ＥＭ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Ｉꎬｎ ＰＩＩꎬｎ ＰＩＩＩꎬｎ ＰＩＶꎬｎ ＰＶꎬｎ ＰＶꎬｎ / ＰＩＩＩꎬｎ

ＣＫ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４０ ０ １１ ０ ２４ ０ ６０
ＮＫ ０ １７ ０ １４ ０ ３８ ０ ０９ ０ ２１ ０ ５５
ＮＰＫ ０ １８ ０ １５ ０ ３９ ０ ０８ ０ １８ ０ ４６

三个处理的 ＰＩꎬｎ和 ＰＩＩꎬｎ的大小趋势为 ＮＰＫ > ＮＫ > ＣＫꎬ 这说明与 ＣＫ 处理相比ꎬ ＮＫ 和 ＮＰＫ 处

理的可溶性有机质中芳香蛋白类物质的相对含量增加ꎬ 而 ＰＩＶꎬｎ、 ＰＶꎬｎ、 ＰＶꎬｎ / ＰＩＩＩꎬｎ 的大小趋势为

ＮＰＫ < ＮＫ < ＣＫꎬ 这说明与 ＣＫ 处理相比ꎬ ＮＫ 和 ＮＰＫ 处理的腐殖酸类物质、 富里酸类物质及微

生物代谢产物都降低ꎮ

３　 讨论

３ １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以发酵床垫料为原料的有机基质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 氮、 磷、 钾含量ꎬ 是一个稳定的、 具

有良好根系生长环境的载体[２] ꎮ 在有机栽培过程中追施化肥ꎬ 既可以满足作物前期生长所需养

分ꎬ 又可以避免作物生长后期有机基质释放速效养分较慢而影响作物生长[１０] ꎮ
８７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图 ５　 不同施肥处理的基质可溶性有机物的三维荧光光谱

Ｆｉｇ ５　 ＥＥＭ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ＤＯＭ ｉｎ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试验结果表明ꎬ 在基质栽培条件下与不施肥料相比ꎬ 施用氮磷钾肥显著增加了西瓜的植株生

物量ꎬ 但两个处理间的果实产量的差异不显著ꎬ 这可能是因为在西瓜生长前期施用肥料促进了西

瓜植株的生长ꎬ 而随着西瓜生长至成熟期ꎬ ＮＰＫ 处理中肥料养分也逐渐消耗殆尽ꎬ 因此对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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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无显著改变ꎮ 施用氮钾肥处理的总生物量低于不施肥处理ꎬ 其原因可能是施肥不平衡导致ꎮ
柴喜荣等[１１]研究了以腐熟的麦糠、 菇渣、 玉米芯体积比为 ５３２ 混合作为大棚番茄栽培基质ꎬ
并追施化肥复合肥对番茄生长的影响ꎬ 结果表明ꎬ 在基质栽培中追施化肥显著增加了番茄的产量

和品质ꎮ 杨夏[１２]也认为作物在有机基质栽培过程中应适时追肥ꎮ 本试验中ꎬ 与不施肥和施氮钾

肥相比ꎬ 施用氮磷钾肥显著增加了西瓜茎中的氮、 磷含量ꎬ 这说明在以发酵床垫料为原料的西瓜

基质栽培中施用适量的化肥会增加西瓜茎部对氮磷养分的吸收ꎮ
３ 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基质化学性状的影响

本试验中ꎬ 与不施肥和施氮钾肥相比ꎬ 施用氮磷钾化肥显著降低了基质中有机质、 铵态氮和

速效磷含量ꎬ 这与大多研究结果不同[１３￣１４] ꎮ 大多研究认为施用化肥可以增加土壤或基质中养分

含量ꎮ 众所周知ꎬ 土壤或基质中的速效养分主要来源于有机质的矿化[１５] ꎮ 由表 ３ 可知ꎬ ＮＰＫ 处

理显著降低了可溶性有机碳的数量ꎮ 从图 ５ 和表 ４ 可知ꎬ ＮＰＫ 处理的可溶性有机物的腐殖化程度

较低ꎬ 说明其降解率较低ꎮ 由此可以推断ꎬ 在西瓜生长至成熟期后 ＮＰＫ 处理的基质中有机物因

易降解的有机物降解率低ꎬ 从而使得易矿化有机质的矿化率也降低ꎬ 从而降低基质中速效养分

含量ꎮ

４　 结论

以发酵床垫料为主要原料制备的有机基质配合施用适量的化肥可以满足西瓜生长所需养分ꎮ
与 ＮＫ 处理相比ꎬ ＮＰＫ 处理显著提高了西瓜的产量ꎬ 与 ＣＫ 和 ＮＫ 处理相比 ＮＰＫ 处理显著提高了

植株生物量ꎬ 由本研究结果推测ꎬ 不同肥料处理不仅通过其自身所带养分改变了基质中养分含

量ꎬ 同时也可能通过改变了基质中可溶性有机物化学结构而间接改变了基质速效养分含量ꎬ 最终

改变了西瓜生物学性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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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提高西瓜产量品质及培肥土壤的效果∗

王　 硕∗∗ꎬ 董彩霞ꎬ 任丽轩∗∗∗ꎬ 李辉信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 农业部长江中下游植物营养与

肥料重点实验室 / 江苏省有机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协同创新中心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根据西瓜对氮、 磷、 钾等矿质养分的吸收量以及各生育期的吸收比例ꎬ 尤其是西瓜在各个生育阶段对

钾素的吸收比例ꎬ 配制西瓜有机无机复混肥套餐ꎮ 套餐包括基肥和追肥ꎬ 基肥为有机无机复混肥ꎬ 追肥为必需

养分的化学肥料混合物ꎮ 采用田间试验的方法研究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套餐对西瓜产量品质以及土壤肥力

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与施用氮磷化肥相比ꎬ 施用氮磷钾化肥时西瓜产量提高了 ２１ ０％ ꎻ 与氮磷钾化肥和传统施

肥方法相比ꎬ 施用有机无机专用肥西瓜产量分别提高了 ９ ８％ 和 ４５ ０％ ꎻ 与传统施肥方法相比ꎬ 施用西瓜专用肥

降低了西瓜果实中可滴定酸的含量ꎬ 降低了 １８ ９％ ꎮ 施用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显著提高了膨大期西瓜根际

蔗糖酶活性、 脲酶活性ꎬ 提高了成熟期西瓜植株根际速效钾含量ꎬ 提高了西瓜植株根际放线菌数量ꎮ 西瓜专用

有机无机复混肥提高西瓜产量和品质ꎬ 培肥了土壤并使土壤趋向健康化ꎮ
关键词: 西瓜ꎻ 钾营养ꎻ 西瓜专用肥ꎻ 土壤酶活性ꎻ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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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在中国传统施肥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１] ꎬ 是提高地力和作物产量的保证ꎮ 在当今

农业生产中ꎬ 农民习惯施肥是主要的施肥方式ꎬ 这种方式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ꎬ 而且造成环境的

恶化[２] ꎮ 有机肥的施用能够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ꎬ 根据西瓜对养分的吸收规律研制适合西瓜生

长的专用肥ꎬ 对于减少肥料的损失以及保护环境都起到重要意义ꎮ
许多学者研究表明ꎬ 有机肥能够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ꎬ 改善植株生长环境[３￣５] ꎮ 赵鹏等[６] 通

过施用三种不同来源有机肥发现ꎬ 羊粪有机肥有利于提高西瓜产量ꎬ 促进氮素营养在植株体内的

转运ꎻ 豆粕有机肥能够提高西瓜可溶性糖含量和糖酸比ꎮ 有机肥在其他作物上研究也受关注ꎬ 在

芹菜[７] 、 黄瓜[８]和玉米[９]上都有相关研究ꎮ
土壤中微生物数量和种类随施肥不同而变化ꎬ 导致土壤肥力的不同[１０] ꎮ 施用有机肥能够显

著增加土壤的微生物数量以及改变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１１] ꎮ 土壤中真菌、 放线菌和细菌群

落结构是土壤肥力和土壤健康的重要指标[１２] ꎮ 土壤酶活性的高低指示土壤中物质的代谢水平ꎬ
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１３] ꎮ 张鹏等[１４] 研究表明连续多年施用有机肥能够显著增加土壤中蔗糖

酶、 脲酶和磷酸酶的活性ꎮ 许多研究表明ꎬ 有机无机复混肥对改善土壤理化性状ꎬ 提高土壤酶活

性ꎬ 以及丰富和增加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具有重要作用[１５￣１７] ꎮ
西瓜连作容易产生枯萎病等连作障碍[１８] ꎬ 研究表明ꎬ 提高作物钾营养可以提高作物的抗病

能力[１９] ꎮ 目前西瓜生产中对于钾肥的施用多采用一次性基肥施用的方式ꎬ 而我们前期的研究结

果表明ꎬ 西瓜对钾的吸收速率最大的时期在西瓜膨大期ꎬ 而且基肥钾施用量大于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 时ꎬ
西瓜的生长受到抑制[２０] ꎮ 本研究依据西瓜对钾素的吸收规律ꎬ 以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的方式ꎬ
综合分析西瓜的氮磷钾需求规律、 土壤供钾特点及有机与无机肥施用效果等基础上ꎬ 研制西瓜专

用肥并研究其对西瓜生长、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ꎬ 以期为西瓜生产提供最佳肥料品种ꎮ 进一步在综

合分析西瓜的氮磷钾需求规律、 土壤供钾特点及有机与无机肥施用效果等基础上ꎬ 研究西瓜根际

土速效钾、 微生物数量、 土壤酶活性的变化ꎬ 以期为指导西瓜合理施肥ꎬ 提高西瓜产量并提高土

壤肥力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布置在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白兔镇下桥村 ( Ｎ ３１°５９′ꎬ Ｅ １１９°２０′)ꎬ 土壤类型为黏壤

土ꎬ 该地区属于北亚热带中季风气候区ꎬ 干湿冷暖ꎬ 四季分明ꎬ 无霜期长ꎬ 全年平均气温

１５ ２℃ ꎬ 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０５８ ８ ｍｍꎬ 夏季雨量分配比占 ４７％ ꎮ 试验田土壤类型为黏壤土ꎬ 前茬

作物为小麦ꎮ 基本理化性状: ｐＨ 值为 ４ ６２ (土水 ＝ １ ２ ５)ꎬ 有机质 １９ ５１ ｇ / ｋｇꎬ 全氮

２ ２０ ｇ / ｋｇꎬ 速效磷 １５ ３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钾 １１３ ５２ ｍｇ / ｋｇꎬ 碱解氮 １２４ ２５ ｍｇ / ｋｇꎮ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４ 个处理ꎬ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 每个小区面积 ４０ ｍ２ (宽 ３ ｍꎬ 长 １３ ３ ｍ)ꎬ 试验田

面积为 ８００ ｍ２ꎬ 每小区定植 ３２ 株ꎬ 小区之间设 ３０ ｃｍ 区间沟ꎬ 具体设置如下ꎮ
ＮＰ 处理: 每小区用过磷酸钙 (≥１４％ Ｐ２Ｏ５) ８ ７９ ｋｇꎬ 尿素 (≥４６ ４％ 纯 Ｎ) ０ ７９ ｋｇ 做基

肥ꎻ 过磷酸钙 (≥１４％ Ｐ２Ｏ５) １ １ ｋｇ 和尿素 (≥４６ ４％ 纯 Ｎ) ２ １３ ｋｇ 做追肥ꎮ
ＮＰＫ 处理: 每小区用硫酸钾 ( ≥５１％ Ｋ２Ｏ) ２ ４３ ｋｇꎬ 过磷酸钙 ( ≥１４％ Ｐ２Ｏ５ ) ８ ７９ ｋｇꎬ

尿素 (≥４６ ４％ 纯 Ｎ) ０ ７９ ｋｇ 做基肥ꎻ 硫酸钾 ( ≥５１％ Ｋ２Ｏ) ０ ５５ ｋｇꎬ 过磷酸钙 ( ≥１４％
Ｐ２Ｏ５) １ １ ｋｇ 和尿素 (≥４６ ４％ 纯 Ｎ) ２ １３ ｋｇ 做追肥ꎮ

传统施肥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ＴＦ): 每小区用 ５０ ｋｇ 猪粪、 １ ５ ｋｇ 复合肥 (１５￣１５￣１５)
和 １ ２ ｋｇ / 亩过磷酸钙做基肥ꎬ 无追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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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专用肥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ＳＦ): 每小区用 ４０ １８ ｋｇ 做基肥ꎬ １０ ４３ ｋｇ 做追肥ꎮ
西瓜专用肥是根据西瓜植株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量和各时期的吸收比例ꎬ 以牛粪、 豆粕、 秸

秆、 氮磷钾肥、 锌肥硼肥为原料ꎬ 按照特定原料混和后造粒ꎬ 分别制作基肥和追肥ꎬ 作为西瓜专

用有机无机复混肥套餐ꎬ 施用时只需将基肥按施用量施用ꎬ 坐果期将追肥施入西瓜根系附近ꎮ 西

瓜专用肥既能满足西瓜各生育期对养分的需求ꎬ 又省时省工ꎬ 操作便利ꎮ 基肥的组成为牛粪

５００ ｋｇ / 亩、 豆粕 １００ ｋｇ / 亩、 秸秆 ２００ ｋｇ / 亩、 尿素 Ｎ ５ ｋｇ / 亩、 过磷酸钙 Ｐ２Ｏ５ １３ ｋｇ / 亩、 硫酸钾

Ｋ２Ｏ ４ ｋｇ / 亩ꎮ 追肥组成为尿素 Ｎ １０ ｋｇ / 亩、 硫酸钾 Ｋ２Ｏ １２ ｋｇ / 亩、 硫酸锌 Ｚｎ ０ １ ｋｇ / 亩、 硼砂 Ｂ
０ ０５ ｋｇ / 亩ꎮ
１ ３　 样品采集与测定

西瓜地上部的采集与测定: 分别在西瓜发育的开花期、 膨大期和成熟期随机采集 １ 株西瓜ꎬ
将采集的植株带回实验室ꎬ 称量鲜重ꎬ 将开花期植株分为根、 茎和叶ꎻ 膨大期植株分为根、 茎、
叶和果 (瓜皮和瓜瓤)ꎻ 成熟期植株分为根、 茎、 叶和果 (瓜皮、 瓜瓤和瓜子)ꎬ 各个部位均记

录鲜重ꎬ 利用四分法取样装入纸袋ꎬ 瓜瓤放在铺有锡箔纸的铝盒中ꎬ 在 １０５℃下杀青半小时ꎬ 再

在 ７０℃烘至恒重ꎬ 磨碎ꎬ 待测ꎮ 取去籽匀浆瓜瓤 ４０ｇ 左右ꎬ 置于￣２０℃ 冰箱中保存ꎬ 用于品质的

测定ꎮ
西瓜各部位养分测定: 全钾采用 Ｈ２ＳＯ４—Ｈ２Ｏ２ 消煮ꎬ 用火焰光度计测定ꎻ 全氮用 ＡＡ３ 连续

流动分析仪测定ꎻ 全磷用钼锑抗比色法测定ꎮ
品质指标: 可溶性糖采用蒽酮比色法[２１] ꎬ 可滴定酸采用酸碱滴定法ꎬ 维生素 Ｃ 采用 ２ꎬ ６￣二

氯靛酚滴定法ꎮ
测产: 膨果期之后 ５ ~ ６ ｄ 在测产区选取 ６ 株西瓜ꎬ 记录所选植株果实总个数并把每个果实

挂上号牌ꎬ 待所挂牌西瓜果实成熟后逐个称重ꎬ 计算最终产量ꎮ
土壤的采集与方法: 分别在西瓜开花期、 膨大期和成熟期采集根际周围鲜土ꎬ 带回实验室ꎬ

取一部分放置于 ４℃冰箱保鲜ꎬ 用于测定土壤微生物ꎻ 另一部分鲜土放置在晾土室ꎬ 晾干用于测

定土壤速效钾以及土壤酶活ꎮ
土壤速效钾: 醋酸铵浸提法ꎬ 火焰光度计测定ꎮ
土壤微生物: 微生物计数采用常规稀释平板计数法ꎬ 细菌采用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培养基培

养ꎬ 真菌采用马丁氏孟加拉红培养基培养ꎬ 放线菌采用高氏一号培养基培养ꎮ
土壤酶活性: 土壤蔗糖酶用 ３ꎬ ５￣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ꎬ 蔗糖酶活性以 ２４ ｈ 后 １ ｇ 土壤

葡萄糖的毫克数表示ꎻ 土壤脲酶用苯酚钠比色法测定ꎬ 土壤脲酶活性以每克土壤中 ＮＨ３ ￣Ｎ 的毫

克数表示ꎻ 酸性磷酸酶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测定ꎬ 磷酸酶活性以每克土壤的酚毫克数表示ꎮ 三种

酶活性的测定均参照周礼恺[２２] ꎮ
１ ４　 数据处理

应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ꎬ ＳＰＳＳ １６ 进行数据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西瓜专用肥对西瓜各生育期生物量的影响

表 １ 表明开花期不同施肥处理之间生物量没有差异ꎻ 膨大期传统施肥西瓜生物量显著高于化

学肥料处理ꎻ 西瓜专用肥在开花期、 膨大期和成熟期对西瓜生物量均无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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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肥料种类对西瓜各时期生物量的影响 单位: ｇ / ｐｌａｎｔ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ａｔ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开花期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膨大期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ＮＰ ３８ ９ ± １０ ９ａ ２４４ ３ ± ３４ ８ｃ ６２４ ３ ± １１０ ９ａ
ＮＰＫ ４３ ４ ± ９ ６ａ ２６２ ３ ± ８ ８ｃ ６６５ ８ ± １４０ ８ａ
ＴＦ ６９ ３ ± ２１ １ａ ４９０ ３ ± ６７ １ａ ５１０ ０ ± １２７ ９ａ
ＳＦ ４８ ７ ± １５ ７ａ ３１６ ２ ± ５７ ０ｂｃ ５１４ ６ ± ９１ ８ａ

２ ２　 西瓜专用肥对西瓜果实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表 ２ 表明ꎬ 与不施钾肥处理相比ꎬ 施钾肥西瓜产量提高了 ２０ ９９％ ꎻ 西瓜专用肥较传统施肥

产量提高了 ４４ ９８％ ꎮ 与化肥和传统施肥相比ꎬ 西瓜专用肥显著降低了西瓜果实中的可滴定酸含

量ꎮ 施用西瓜专用肥时西瓜果实中的糖酸比显著高于不施用钾肥处理ꎮ

表 ２　 不同肥料处理对西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量
(ｔ / ｈｍ２ )

Ｙｉｅｌｄ

可溶性糖
(ｇ / ｋｇ)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可滴定酸
(ｇ / ｋｇ)

Ｔｉｔｒａｔａｂｌｅ ａｃｉｄ

维生素 Ｃ
(ｍｇ / ｋｇ)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糖酸比
Ｓｕｇａｒ / ａｃｉｄ ｒａｔｉｏ

ＮＰ ５７ ９４ ± ６ ４７ｂ １３３ ２ ± １１ ５ａ １１ ７５ ± ２ ０８ａ ５ ５６ ± １ ０１ａ １１ ６４ ± ２ ６７ｄ
ＮＰＫ ７０ １０ ± ８ ６７ａｂ １６５ ５ ± １１ ８ａ １１ １６ ± ３ ７４ａ ５ ７２ ± ０ ２２ａ １９ １５ ± ０ ７１ａ
ＴＦ ５３ ０９ ± ８ ８６ｂ １５１ ９ ± ２６ ６ａ １１ ６３ ± ０ ８２ａ ５ ７４ ± ０ ９１ａ １４ ７５ ± ０ ０４ｂｃ
ＳＦ ７６ ９７ ± １５ １９ａ １４７ ０ ± ２４ １ａ ９ ４３ ± ０ ６０ｂ ５ ３２ ± ０ ０５ａ １６ ３０ ± ０ ８１ｂ

２ ３　 西瓜专用肥对西瓜各生育期钾含量的影响

图 １ 表明ꎬ 西瓜根系钾含量从开花期到膨大期逐渐下降ꎬ 到成熟期时又有一定的上升ꎮ 施用

专用肥的西瓜植株ꎬ 成熟期根系钾含量显著高于传统施肥处理ꎮ 茎中的钾含量在西瓜开花期和成

熟期均处于较高的水平ꎬ 叶片中的钾含量在成熟期也较高ꎮ

图 １　 不同肥料处理对西瓜各生育期根茎叶钾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注: 图中 Ｐ１、 Ｐ２、 Ｐ３ 分别代表西瓜开花期、 膨大期、 成熟期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Ｐ１ꎬ Ｐ２ ａｎｄ Ｐ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ｘｉｓ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ꎬ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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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３ 所示ꎬ 施用专用肥时ꎬ 膨大期西瓜瓜瓤中钾含量不低于施用化学钾肥的西瓜ꎬ 成熟期

时瓜瓤中的钾含量最高ꎬ 显著高于不施用钾肥的对照、 化学钾肥和传统施肥的西瓜瓤中钾含量ꎮ
瓜瓤中钾含量施用专用肥时比不施钾处理提高了 ３２ ９１％ ꎮ

表 ３　 不同肥料处理对西瓜果实各部位钾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ｌｏｎ ｐａｒ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膨大期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ｇ / ｋｇ)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ｇ / ｋｇ)

瓜皮 Ｓｋｉｎ 瓜瓤 Ｐｕｌｐ 瓜皮 Ｓｋｉｎ 瓜瓤 Ｐｕｌｐ 瓜籽 Ｓｅｅｄ

ＮＰ ４１ １ ± １ ９ａ １６ １ ± １ ８ｂ ３３ ２ ± １ １ｃ １５ ８ ± ０ ２ｂ ９ ５ ± ０ ６ａ
ＮＰＫ ４５ ８ ± ５ ７ａ ２４ １ ± １ ８ａ ５５ ４ ± ９ ８ａ １８ ３ ± １ ６ａｂ ８ ９ ± １ ０ａ
ＴＦ ３５ ５ ± ２ ５ａ １５ ４ ± ２ ４ｂ ３８ ６ ± ４ ４ｂｃ １８ ９ ± ２ ０ａｂ ８ ４ ± ０ ６ａｂ
ＳＦ ４３ ６ ± ２ ０ａ ２１ １ ± １ ５ａｂ ５３ ２ ± １０ ７ａｂ ２１ ０ ± ２ ２ａ ８ ０ ± １ ４ａｂ

２ ４　 西瓜专用肥对西瓜各生育氮含量的影响

图 ２ 表明ꎬ 不同种类肥料对各生育期西瓜根茎叶中氮含量的影响ꎮ 施用专用肥时ꎬ 成熟期西

瓜根系中氮含量较低ꎬ 而茎和叶中氮含量显著高于传统施肥时西瓜茎和叶片中的氮含量ꎮ

图 ２　 不同肥料处理对西瓜各时期根茎叶全氮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表 ４ 表明ꎬ 西瓜膨大期和成熟期果实中的氮含量ꎮ 施用专用肥对膨大期西瓜果实中氮含量无

显著影响ꎬ 施用西瓜专用肥时ꎬ 成熟期西瓜瓜皮中的氮含量显著降低ꎮ

表 ４　 不同肥料处理对西瓜果实各部位氮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ｌｏｎ ｐａｒ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膨大期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ｇ / ｋｇ)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ｇ / ｋｇ)

瓜皮 Ｓｋｉｎ 瓜瓤 Ｐｕｌｐ 瓜皮 Ｓｋｉｎ 瓜瓤 Ｐｕｌｐ 瓜籽 Ｓｅｅｄ

ＮＰ ３９ ０ ± １ ５ａ １４ １ ± ４ ７ａ ３４ ０ ± ５ ７ａ １８ ７ ± ４ １ａ ２７ ５ ± ５ ０ａ
ＮＰＫ ４０ １ ± ０ ６ａ ２０ ０ ± ２ ４ａ ２９ ７ ± ３ ２ａｂ １４ ８ ± ０ ５ａ ２４ ２ ± ２ ２ａ
ＴＦ ３０ ８ ± ８ ９ａ １５ １ ± ４ ８ａ ２４ ３ ± ２ ７ｂ １５ ６ ± １ ６ａ ２３ １ ± ３ ４ａ
ＳＦ ３２ ９ ± ５ ６ａ １５ ６ ± １ ２ａ ２５ ３ ± ３ ２ｂ １６ ５ ± ２ ５ａ ２２ ８ ± ０ ９ａ

２ ５　 西瓜专用肥对西瓜各生育期全磷含量的影响

图 ３ 表明ꎬ 不同肥料种类对西瓜各生育期根茎和叶片中磷含量的影响ꎮ 开花期和膨大期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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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磷含量各处理间无差异ꎬ 不施用钾肥时成熟期西瓜根中的磷含量最高ꎮ 西瓜施用专用肥时在各

生育期茎中磷含量较低ꎬ 尤其西瓜膨大期ꎬ 西瓜茎中磷含量显著低于化肥处理和传统施肥处理的

磷含量ꎮ 施用西瓜专用肥时开花期叶片中的磷含量高于传统施肥时西瓜叶片中的磷含量ꎮ

图 ３　 不同肥料处理对西瓜各时期根茎叶全磷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Ｐ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ｍｅｌｏ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表 ５ 表明ꎬ 膨大期和成熟期瓜皮、 瓜瓤和瓜籽中的磷含量ꎮ 在西瓜膨大期ꎬ 施用化肥时瓜皮

和瓜瓤中磷含量最高ꎬ 施用西瓜专用肥时瓜皮中磷含量显著高于传统施肥时磷含量ꎬ 瓜瓤中磷含

量也有提高趋势ꎮ 在西瓜成熟期ꎬ 施用西瓜专用肥对瓜皮中磷含量有提高的趋势ꎮ

表 ５　 不同形态肥料对西瓜果实各部位全磷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Ｐ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ｌｏｎ ｐａｒ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膨大期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ｇ / ｋｇ)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ｇ / ｋｇ)

瓜皮 Ｓｋｉｎ 瓜瓤 Ｐｕｌｐ 瓜皮 Ｓｋｉｎ 瓜瓤 Ｐｕｌｐ 瓜籽 Ｓｅｅｄ

ＮＰ ５ ２ ± ０ ３ａ ２ ２ ± ０ ３ｂ ３ ３ ± ０ ２ａ ２ ３ ± ０ １ａ ５ ０ ± ０ ７ａ
ＮＰＫ ６ ５ ± ０ ３ａ ３ ５ ± ０ ３ａ ３ ４ ± ０ ４ａ ２ ２ ± ０ ６ａ ４ ５ ± ０ ２ａ
ＴＦ ４ ７ ± ０ ６ｂ ２ ２ ± ０ ５ｂ ３ ０ ± ０ ５ａ ２ ３ ± ０ ７ａ ４ ４ ± ０ ５ａ
ＳＦ ６ １ ± ０ ８ａ ２ ９ ± ０ ２ａｂ ３ ６ ± ０ ２ａ ２ ２ ± ０ ５ａ ４ ３ ± ０ ９ａ

２ ６　 不同西瓜专用肥对各生育期土壤酶活的影响

图 ４ 表明ꎬ 西瓜专用肥对西瓜根际土壤中蔗糖酶活性的影响ꎮ 在西瓜开花期ꎬ 施用钾肥显著

提高西瓜根际土壤蔗糖酶活性ꎬ 施用有机源钾时ꎬ 西瓜根际蔗糖酶活性显著高于施用化肥钾时的

蔗糖酶活性ꎮ 在西瓜开花期ꎬ 施用钾肥显著提高根际土壤蔗糖酶活性ꎬ 与化肥钾相比传统施肥时

西瓜根际蔗糖酶活性显著提高ꎬ 施用西瓜专用肥时西瓜根际土壤蔗糖酶活性最高ꎮ 在西瓜成熟

期ꎬ 施用钾肥显著提高西瓜根际蔗糖酶活性ꎮ
图 ５ 表明ꎬ 不同种类肥料对各生育期西瓜根际土壤中脲酶活性的影响ꎮ 在西瓜开花期ꎬ 传统

施肥和西瓜专用肥显著提高西瓜根际土壤中脲酶的活性ꎬ 施用化肥钾对西瓜根际土壤中的脲酶活

性无影响ꎮ 在西瓜膨大期和成熟期ꎬ 传统施肥和西瓜专用肥都显著提高西瓜根际土壤中的脲酶活

性ꎬ 而与不施用钾肥相比ꎬ 施用化肥钾对西瓜根际土壤中脲酶活性无显著影响ꎮ
图 ６ 表明ꎬ 施用钾肥以及不同形态的钾肥对西瓜根际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ꎮ 在西瓜开

花期和膨大期ꎬ 与不施用钾肥相比ꎬ 施用化肥钾对西瓜根际土壤中酸性磷酸酶活性无显著影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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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施肥显著提高西瓜根际土壤中酸性磷酸酶活性ꎬ 施用西瓜专用肥对西瓜根际土壤中磷酸酶活

性无显著影响ꎮ

图 ４　 不同肥料处理对土壤蔗糖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ｉｎｖｅｒ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图 ５　 不同肥料处理对土壤脲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图 ６　 不同肥料处理对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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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　 西瓜专用肥对根际土壤速效钾的影响

图 ７ 表明ꎬ 施用不同种类的肥料对西瓜根际土壤中速效钾含量的影响ꎮ 在西瓜开花期ꎬ 施用

钾肥ꎬ 无论是化肥钾还是西瓜专用肥都显著提高西瓜根际土壤中钾含量ꎬ 在西瓜膨大期也具有相

同的趋势ꎬ 在西瓜膨大期ꎬ 施用化学钾肥和西瓜专用肥都显著提高西瓜根际土壤中钾的含量ꎮ 从

开花期到膨大期ꎬ 施用化学钾肥时西瓜根际土壤中钾含量有降低的趋势ꎬ 而施用西瓜专用肥时ꎬ
从开花期到膨大期ꎬ 西瓜根际土壤中速效钾含量不降低ꎮ 在西瓜成熟期ꎬ 与不施用钾肥相比ꎬ 施

用化学钾肥时ꎬ 西瓜根际土壤中钾含量不变ꎬ 而施用西瓜专用肥时ꎬ 西瓜根际土壤中钾含量显著

升高ꎮ 说明化学钾肥和传统肥料对成熟期西瓜根际土壤中钾含量无提高效果ꎬ 而西瓜专用肥显著

提高成熟期西瓜根际土壤中的钾含量ꎮ

图 ７　 不同肥料处理对根际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ｉｎ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ｉｌ

２ ８　 西瓜专用肥对土壤微生物数量的影响

表 ６ 表明ꎬ 西瓜成熟期根际土壤中放线菌、 真菌和细菌的数量ꎮ 施用钾肥显著提高西瓜根际

土壤中放线菌数量ꎬ 施用有机源钾肥的效果更优ꎮ 施用有机源钾对西瓜根际土壤中真菌的数量也

有降低的趋势ꎮ 说明施用钾肥优化了西瓜根际土壤中的微生物区系ꎬ 且施用有机源钾的优化效果

最佳ꎮ 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优化了西瓜根际土壤的微生物区系ꎬ 使西瓜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

结构更健康ꎮ

表 ６　 不同肥料处理对西瓜根际土壤中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放线菌 Ａｃｔｉｎｏｍｙｃｅｓ ( × １０５ ) 真菌 Ｆｕｎｇｉ ( × １０４ ) 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 × １０７ )
ＮＰ ３ ３３ ± １ ５３ｄ ８ ３３ ± ４ ９３ａｂ １ ３３ ± ０ ５８ａ

ＮＰＫ ７ ３３ ± ０ ５８ｃ １１ ００ ± ２ ６５ａ １ ３３ ± ０ ５８ａ
ＴＦ ２３ ３３ ± ２ ５２ａ ３ ３３ ± ０ ５８ｂ １ ３３ ± ０ ５８ａ
ＳＦ １６ ３３ ± １ ５３ｂ ７ ６７ ± １ ５３ａｂ １ ３３ ± ０ ５８ａ

３　 讨论

３ １　 西瓜专用肥促进植株对养分的吸收及产量、 品质的提高效果

连续多年施用有机肥能够提高土壤养分含量ꎬ 增加土壤碳源和氮源ꎬ 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ꎬ
从而促进植株地上部生长ꎬ 提高产量和改善果实品质[２３] ꎮ 有机肥的养分释放比较缓慢ꎬ 周期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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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有机肥使当季土壤养分的释放速率差别也很大[２４] ꎮ 本文研究表明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

肥促进西瓜植株对钾养分的吸收ꎬ 提高西瓜产量ꎬ 降低西瓜果实中可滴定酸的含量ꎬ 从而提高西

瓜的产量和品质ꎮ 西瓜是需钾较多的植物ꎬ 对钾的需求量高于对氮素的需求ꎬ 施用不同种类的肥

料也影响西瓜植株对钾素的吸收ꎬ 施用化学钾肥时西瓜植株根系中钾含量最高ꎬ 在各种有机源钾

肥中ꎬ 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最利于西瓜植株对钾的吸收ꎬ 在成熟期西瓜根系中的钾含量与施

用化学钾肥时相当ꎮ 茎是各种养分的运输器官ꎬ 茎中的养分含量与植株的营养关系密切ꎬ 施用西

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时ꎬ 西瓜开花期茎中的钾含量最高ꎬ 在成熟期西瓜茎中的钾含量也处于较

高的水平ꎮ 施用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时ꎬ 西瓜叶片中的钾含量在开花期和成熟期都维持较高

的水平ꎬ 西瓜根茎叶中较高的钾含量对于果实产量和品质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ꎮ 氮素通过内源激

素影响果实的代谢和品质[２５] ꎬ 施用有机无机复混肥提高了成熟期西瓜根茎叶中的氮含量ꎬ 而在

西瓜开花期和膨大期西瓜根茎叶中的氮含量较低ꎬ 可能与养分的形态有关ꎬ 西瓜有机无机复混肥

是物理性状较高的粒状肥料ꎬ 期肥效要经过较长的养分释放过程[２６￣２７] ꎬ 对氮素大量吸收的时期

较晚ꎬ 可能是引起果实中可滴定酸降低的原因ꎬ 从而提高了西瓜品质ꎮ 因此ꎬ 西瓜专用有机无机

复混肥调整了西瓜植株对矿质养分的吸收速率和旺盛吸收时期ꎬ 提高了西瓜的产量和品质ꎮ
３ ２　 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培肥土壤的效果

土壤酶是参与土壤新陈代谢的重要物质ꎬ 土壤中酶的活性反映了土壤生物活性和土壤生化反

应强度ꎬ 是评价土壤肥力、 土壤质量及土壤健康的重要指标[２８￣２９] ꎮ 土壤蔗糖酶与土壤中的许多

因子有相关性ꎬ 如与土壤有机质、 氮含量、 磷含量、 微生物数量及土壤的呼吸强度等有关系ꎮ 脲

酶是惟一作用于肥料 (尿素) 的土壤酶类ꎬ 在土壤养分形态转化、 环境保护与监测方面具有重

要的环境意义ꎬ 土壤脲酶活性与土壤的微生物数量、 有机物质含量、 全氮和速效磷含量具有正相

关关系ꎬ 人们常用土壤脲酶活性表征土壤的氮素营养状况ꎮ 磷酸酶是土壤中最活跃的水解性酶类

之一ꎬ 是表征土壤微生物活性的重要酶类ꎬ 在土壤磷循环中起到重要作用ꎮ 卫天业等[３０] 通过连

续三年定点试验ꎬ 证实施用有机肥能够显著提高土壤脲酶、 蔗糖酶和磷酸酶的活性ꎬ 特别是高量

的有机肥处理效果更明显ꎮ 马忠明等[３１]以小麦为研究对象ꎬ 经过长期定位试验对土壤脲酶、 蔗

糖酶、 磷酸酶和过氧化氢酶进行了监测ꎬ 结果表明长期施用不同肥料显著提高土壤各种酶活性ꎬ
与不施肥相比ꎬ 提高了 ５ ７％~ ８９ ８％ ꎬ 当有机肥料配施化学肥料时效果更佳ꎮ 本研究进一步表

明ꎬ 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和传统施肥ꎬ 西瓜根际土壤中的蔗糖酶、 脲酶和酸性磷酸酶活性显

著提高ꎬ 而且施用西瓜专用有机无机复混肥时ꎬ 随着西瓜的生长ꎬ 根际土壤中的脲酶和酸性磷酸

酶活性维持恒定ꎬ 表明施用西瓜专用肥利于维持土壤肥力ꎮ
钾是作物生长的肥料三要素之一ꎬ 西瓜钾素的需求全部从土壤中吸取ꎬ 土壤中的钾素要靠外

源钾的施入ꎬ 有机肥施入土壤后ꎬ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应后ꎬ 以速效钾和缓效钾两种形式存在土壤

中[３２] ꎮ 土壤速效钾含量对土壤的肥力水平高低具有表征作用[３３] ꎮ 本研究表明ꎬ 西瓜专用有肥的

根际土壤速效钾含量在西瓜整个生育期保持稳定ꎬ 传统施肥处理也维持在一定含量水平上ꎬ 说明

西瓜专用肥在土壤供钾水平上能够提供持久效果ꎮ 化学肥料释放速效钾养分效果显著好于西瓜专

用肥ꎬ 但是后期供给贫乏ꎬ 因此ꎬ 在钾营养方面ꎬ 西瓜专用肥具有持续供钾的能力ꎮ 潘艳花

等[３４]研究表明过低或者过高供钾水平都会抑制西瓜生长和根系的发育ꎬ 在 ２４０ ｋｇ / ｈｍ２ 供钾水平

下对西瓜生长和根系的发育达到最佳的效果ꎮ 本文中西瓜专用肥能够保证西瓜处在一个稳定的钾

水平环境中ꎬ 因此ꎬ 对于西瓜的生长以及成熟期产量和品质都提供了保障ꎬ 这可能是西瓜专用肥

促进西瓜生长的机制之一ꎮ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生物化学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对土壤—植物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

量流通起着决定作用[３５] ꎮ 土壤中的细菌、 真菌和放线菌不仅是参与碳、 氮、 磷、 硫等元素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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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驱动力ꎬ 又是植物营养元素的活性库[３６] ꎬ 因此ꎬ 土壤微生物对土壤供肥能力、 养分转化

及循环具有重要意义[３７] ꎮ 本研究采用平板稀释法研究了西瓜成熟期土壤放线菌、 真菌和细菌数

量的变化ꎮ 结果表明西瓜专用肥较化肥具有优势ꎬ 这一结果与姬兴杰等[３８] 在小麦上的研究结论

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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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ｒｅｍ Ｓ. Ｂｉｎｄｒａｂａｎꎬ Ｅ￣ｍａｉｌ: ｐｂｉｎｄｒａｂａｎ＠ ｖｆｒｃ. ｏｒｇ



ｔｏｎｓ[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ꎬ ｔｈｉｓ ａｍｏｕｎｔ ｅｑｕａｌｓ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６８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１７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 ｏｆ ｃｒｏｐ 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３]  Ｓａｔｔ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４]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ｉｎ Ｐ ｕｐｔａｋｅ ｖｓ 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５ ａｎｄ ２００７ꎬ 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Ｐ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ｅ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１９８０ｓꎬ ｄｕ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ｏ １０ ｋｇ Ｐ / ｈｍ２ ｂｙ ２０５０ꎬ ｓｔｉｌｌ
ｗｉｔｈ ｎｏ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ｄｅｅ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 ４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ꎬ ｉ 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ꎬ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５]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ꎬ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ｕｒｅａ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ＵＤＰ) [６￣７] ꎬ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ｕｓｈ ＮＵＥ ｅｖｅｎ
ｈｉｇｈｅｒꎬ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ｊｕｄｉｃ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ｐｕ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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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ꎻ ６)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ꎻ ７) ｇｏ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ꎬ ａｎｄ ８ ) ｄｅｖｉｓ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ｇｏ ｆｒｏｍ ｍｏｎｏ￣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ｏ ｔｒａｎ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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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ｐｓꎬ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ｒｏｐ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ｈｕｍａｎ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ｉｏ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ｆｏｏｄ ｆｏ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ｒｏｐ

６９２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ｙｉｅｌｄꎬ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ｐｅｓ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ｋｅ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ꎬ ｔｈｅｓ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ｔ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ｗ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ｎｏｖｅ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ꎻ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ｕｓꎬ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ꎻ ａｎｄ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ｆｏｏｄ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ꎬ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ｅｄ ｉｎ ａ ｓｏｉｌ￣ｃｒｏｐ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ａｎꎬ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ꎬ ｂｅ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ｉｎꎬ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ꎬ ｏｒ ｃｏａｔｅｄ ｏｎｔｏꎬ ＮＰＫ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ｌｉａｒｌｙ ｔｏ 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ｄｕｃ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ｓ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ｔｏ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ｒｅａｐ ｔｈｅ ｌｏｗ 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ｕｉ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ｉｅｌｄꎬ ＮＵ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Ｂｉｎｄｒａｂ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２] ｃａ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ｕｐ ｂ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ｓｏｌｅｌｙａｓｉｏｎ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ｃｏｉｎｅｄ ｓｕ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ｓ “ｍｉｃｎｏｂｉｔｓ”ꎬ ｉ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ｎａｎｏ￣ｓｉｚ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Ｕｐｏ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ｎｔ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ｍｐ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ｍｉｃｎｏｂｉｔ￣ｔｙｐ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ｉ ｅ ꎬ 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ａ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ｉｎ[１４] ).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ｒ ｂｉｏｓｏｒｂ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ꎬ ｆｏｒ ｓｌｏｗ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ｕｎ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 ｎｅｅｄ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ｙｉｅｌｄ [１５￣１７]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ｌｏｗ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Ｈꎬ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ａｌ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ꎬ Ｍｏｎｒｅａｌ ｅｔ ａｌ [１８]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ａｎｏ￣ｐｏｌｙｍ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ｅｘｕｄａｔ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ｏｇｎ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ｌｓｏꎬ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ｎ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ｅｒ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ｔｒｕｖ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 ｗａｔｅｒꎬ ｏｒ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ｕｓ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ｉｒｅ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Ｚ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ｈ[１９] ꎬ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ꎬ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ｏｇｉｃ 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Ｂｉｎｄｒａｂ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２] ꎬ ｉ ｅ ꎬ ｔｏ ｔａｋ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ｓ ａ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ｐｅｒｓ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ｏｕｂｔ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ｐ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ｗｉｌｌ ｓｅ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ｌｅａｐ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ｕｓꎬ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ｔｏ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ｆｅ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ｙ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ｕ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ｏｐ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ｐｓ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７９２

第 ５ 章　 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ＢＲＯＷＮ Ｌ Ｒ.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ｆｅ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ｋｅ￣ｕｐ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ｌａｎｅｔ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９５.
[２] ＪＵ Ｘ Ｔꎬ ＸＩＮＧ Ｇ Ｘꎬ ＣＨＥＮ Ｘ Ｐ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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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ꎻ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ꎻ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ｂｙ ｃｒｏｐ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ｍｏｓｔ １ 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ａ ｔｏｐ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ｅ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ꎬ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３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ｍｏｓｔ ３０％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 ｈａ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ｈａｌｖ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ｎｇ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２
ａｎｄ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１] ꎬ ｂｕｔ ｉｔ ｈａｓ ｈａ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６１ ａｎｄ ２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ｈａｒｐｌｙꎬ ｆｒｏｍ １ 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Ｍ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Ｎ ＋ Ｐ２Ｏ５ ＋ Ｋ２Ｏ) ｔｏ ３４ ７ Ｍ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ｏｓｅ ４ ３ ｔｉｍｅｓꎬ ｆｒｏｍ ３１ ７ Ｍｔ
ｔｏ １３７ ０ Ｍ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３％ ｔｏ ２５％ .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ｆｉｒｍ ｕｎｔｉｌ ２００７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３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５２ ７ Ｍ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２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ｍａｎｄ[２]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２０１３ ｗａｓ ｏｆ １ 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９ Ｉｔ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１ ０００ ３７０ ２７[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ｈｉｇｈ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Ｋ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 ａｎｄ 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Ｗｉｔｈ １２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ｅｃｔａｒｅｓ (Ｍｈｍ２ ) ｏｆ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ｒｏｐｓ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３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ｔ ４２８ ｋ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 ｈｍ２ [２￣３]  Ｉｔ ｉｓ ３ ７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１１５ ｋｇ / ｈｍ２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ｐｌ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Ｉ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ꎬ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ｓｉｚａｂ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９９２

第 ５ 章　 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ｈｅｆｆｅ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ｒ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ｕｒｅａ (２４ ３ Ｍｔ)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 (１３ ６ Ｍ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７２％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ｉｘ ｉｓ ｍｕｃｈ ｌｅｓ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ＮＰＫ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ｂｉ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ꎬ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ｂｙ ｕｒｅａ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ｓｌｏ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ｑｕｉｃｋｌｙ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ｆａｓ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ｂｙ ｃｒｏｐ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ꎬ
ｃｅｒ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ｉｌｓｅｅｄ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５１％ ａｎｄ １１％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１５％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ｍｕｃｈ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ｈ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ｔ
３１％ ꎬ ｗｈｉｌｅ ｃｅｒ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ｉｌｓｅｅｄ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４４％ ａｎｄ ７％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４]  Ｓｏｍ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ｈａｌｆ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ｓ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ｍａｊｏｒ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ｏｐ ｍｉｘ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ｓｅｅｎ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ｒ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ｓｏｙｂｅａ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ｆｆｓｅｔ ｂｙ ｓｕｒｇｉｎｇ ｆｅ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２]  Ｔｈｉｓ ｓｈｉｆ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ꎬ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ｉｎ ａ ｌｏｗｅｒ Ｎ
ｉｎｐｕｔ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ＢＮＦ) ａｎｄꎬ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ｅ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ａｎｕｒ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ｓｏｙｂｅａ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ＮＦ ｈａｓ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ꎬ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ｕｒ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ｏ ｆａｒ ｂｕｔ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ｅｒｍꎬ ｍａｎ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ｆｅｅｄ ｍａｙ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ｈ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 ＷＣ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ｉｎｉｎｇ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ꎬ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ꎬ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ｄ ｉｎ ＷＣＥꎬ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ｏｆ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ｒｏ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３ ２ 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ＷＣＥ (１３２ ｋｇ / ｈｍ２ ) ｉｎ ２０１３ꎬ ａｎｄ
ｔｗ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ｇｏ (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 [２￣３] ꎬ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ＷＣＥ ｈａ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ｂｅｅ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ａｎｕｒ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ꎬ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ｐｕｔ ｉｎ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Ｃ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ａｓｓａｌｅｔｔａ ｅｔ ａｌ [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６] ｈａｖｅ ｂｏｔｈ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ＮＵ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ｉｖ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ＮＵＥ ａｓ ｔｈｅ Ｎ ｏｕｔｐｕｔ / ｉｎｐｕｔ ｒａｔｉｏꎬ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ｓ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ｉ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Ｎꎬ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Ｎ ｉｎｐｕ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ＢＮＦꎬ ｍａｎｕｒ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ａｓｓａｌｅｔｔａ ｅｔ ａｌ [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Ｅ ｗａｓ ｏｆ ４７％ ｉｎ
２００９ ａｎｄ ４２％ ｉｎ ２０１０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ꎬ Ｌａｓｓａｌｅｔｔａ ｅｔ ａｌ [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６]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ｑｕｉｔ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ＮＵ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ꎬ ｏｆ ２８％ ａｎｄ ２５％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８０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 ｈａｄ ｂｏｔｈ ＮＵ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４０％ ꎬ ｔｈｅｓ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ｄｉｖｅｒｇ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ＮＵ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ｔｏ
２８％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ｔ ｒｏｓｅ ｔ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７０％ ｆｏｒ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９[５]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Ｎ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ｏｗ ＮＵ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ｏｐｔｉｍａｌ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ｃｒｏｐ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ꎬ ｅｔｃ )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ｍｉｘꎬ ｗｈｉｃｈ ｆａｖｏｕｒｓ
ｃｒｏｐ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 ＮＵＥ (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ＮＵ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ｙｂｅａｎ[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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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Ｎ ｏｕｔｐｕｔ)ꎬ ＮＵＥ (Ｎ ｏｕｔｐｕｔ / Ｎ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Ｎ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Ｎｓｕｒ)ꎬ ｆｏｒ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ｙｓｃａｌ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Ｎｓｕｒ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ｒ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Ｎｓｕｒꎬ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ｍｏｏｔｈｅｄ ｂｙ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ｙｅａｒ￣ｔｏ￣ｙｅａ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ｖｅ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ｇｈ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ＮＵ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ｓｕｒꎬ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ｃｕｒｖｅ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ｉｇｈ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ｅａｄｙ ｏ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ｓｕｒ Ｆｉｇｕｒ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６] 

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ｒｍ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ａ ５￣ｙｅａ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ｅ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ｏｒｉｇ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ｒｉｓｉｎｇ ｆｅ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ｌｌｏｗ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ꎻ ｉｔ ｉｓ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ｃａ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１％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Ｂｅｙｏｎｄ ２０２０ꎬ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ｉ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Ｔｈｉ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ｓ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ｌｏｗ ｄｅｍ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７ 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４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ｄｅｃａｄｅꎬ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ｄｒｏｐ ｔｏ ａｂｏｕｔ １７％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ꎬ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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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ａ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７]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２０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ｅ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４％ ꎬ ｔｏ ５２２ Ｍｔ[８] .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ｂｅｌｏｗ １％ ｐｅｒ ｙｅａｒ)ꎬ ＮＵＥ ｉｎ
ｃｅｒｅａｌｓ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ｒ ｔｏ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ＦＡꎬ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ｔｏ ２０１９[７]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ｈａｒｅ (％ )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ｆ)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Ｃｈｉｎａ ２２ ７２０ ８ ６６４ ３ ３６４ ３２ ５９９ １２ １００ ５ ２００ ３６ ０９８ １１ ８００ ７ ５５０
ＲＯＷ ５９ ３５０ ２４ １４８ １８ ７３１ ７１ ９２３ ２８ ４７４ ２２ ２７７ ８３ １０１ ３３ ９２５ ２７ ７０４
Ｗｏｒｌｄ ８２ ０７０ ３２ ８１２ ２２ ０９５ １０４ ５２２ ４０ ５７４ ２７ ４７７ １１９ １９９ ４５ ７２５ ３５ ２５４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ｈａｒｅ ２８％ ２６％ １５％ ３２％ ３０％ １９％ ３０％ ２６％ ２１％

　 　 (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ＯＷ: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ｒｏｐ￣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ａｎｄ ＬＭＣ[９]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２０３０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ꎬ ｔｈｅｙ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３０ꎬ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ｒｏｐｐｅｄ ａｒｅａ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ｂｙ １％ ｔｏ １６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ｅｃｔａｒｅｓꎻ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ｉｓｅ
( ＋ ２３％ )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ｒｅａｌｓ ( － １５％ )ꎻ ｙｉｅｌｄ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０ ７％ ｔｏ １ ０％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ｆｏｒ
ｃｅｒｅａｌｓꎬ ａｎｄ ｂｙ １ ３％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ꎻ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ａｄｏｐ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Ｎ ａｎｄ 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ｐｅａｋ ｉｎ ２０２５ꎬ ａｔ ５８ ７ Ｍｔꎬ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ｔｏ ５７ ６ Ｍｔ ｂｙ ２０３０ Ｂｙ ２０３０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ｄｒｏｐ ｔｏ
２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ａｎｄ ＬＭＣ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２０５０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６]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ＮＵＥ ｃ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４２％ ｔｏ ６７％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５０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ｎｏｔ ｔｏ
ｅｘｃｅｅｄ ａ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ｏｆ ５２ Ｍｔ Ｎ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１００ Ｍｔ Ｎ ｉｎ ２０１０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ꎬ ＮＵ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５％ ｔｏ ６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４０￣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ｉｓ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 ｉｎｐｕ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５１ Ｍｔ Ｎ ｔｏ ２７ Ｍｔ Ｎ Ｗｈｉｌｅ ｓｕｃｈ ａ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２０５０ ｉｓ ｄｅｂａｔａｂｌｅꎬ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ａｒ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ｍａｊｏｒ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ｖ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ｇａｉｎ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ｐｐ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ꎬ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ｐａ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２０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ＦＡ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Ｍ].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Ｏ)ꎬ Ｒｏｍｅꎬ ２０１５
[２] ＩＦＡ ＩＦＡＤＡＴ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２￣１９]. ｈｔｔｐ: / / ｉｆａｄａｔａ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ｒｇ / ｕｃ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ｐｘ
[３] ＦＡＯ ＦＡＯＳＴＡ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２￣１９]. ｈｔｔｐ: / / ｆａｏｓｔａｔ３ ｆａｏ ｏｒｇ / ｈｏｍｅ / Ｅ
[４] ＨＥＦＦＥＲ Ｐ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ｂｙ ｃｒｏｐ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ｖｅｌ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０ / １１ [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ＦＡ)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１３
[５] ＬＡＳＳＡＬＥＴＴＡ Ｌꎬ ＢＩＬＬＥＮ Ｇꎬ ＧＲＩＺＺＥＴＴＩ Ｂꎬ ｅｔ ａｌ ５０￣ｙ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ｐｕｔ ｔｏ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９

[６]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Ｅ Ａꎬ ＭＡＵＺＥＲＡＬＬ Ｄ Ｌ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２８: ５１￣５９

[７] ＨＥＦＦＥＲ Ｐ ＡＮＤ ＰＲＵＤ’ ＨＯＭＭＥ 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ＦＡ)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１５

[８]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ＦＡＯ ＯＥＣＤ￣ＦＡ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４ [ Ｍ].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１５

[９]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ａｎｄ ＬＭＣ Ｆｏｃ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Ｍ].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ｔｄ 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ＬＭ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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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ｐ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Ｕ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ｕ Ｓｈｉｈｕａ１ꎬ Ｈｅ Ｐｉｎｇ２ꎬ Ｌｉ Ｓｈｕｔｉａｎ２ꎬ 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３ꎬ Ａｌａｎ Ｂｌａｙｌｏｃｋ４ꎬ Ｂｏｂ Ｘｉｎｇ４ꎬ Ｒａｙ Ｄｏｗｂｅｎｋｏ５

(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６６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Ｗｕｈａｎ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 Ｇａｒｄｅ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ꎬ Ｃｈｉｎａꎻ４ Ａｇｒｉｕｍ Ｕ Ｓ Ｉｎｃ ꎬ Ｄｅｎｖｅｒ ８０２３７ꎬ ＵＳＡꎻ

５ Ａｇｒｉｕｍ Ｉｎｃ ꎬ Ｃａｌｇａｒｙ Ｔ２Ｊ ７Ｅ８ꎬ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ｏｗ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ｕｒｅａ ( ＣＲＵ)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ｂｏｔｈ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Ｕ (Ｙｉ Ｄｕｏ Ｂａｏ (ＹＤＢ)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Ａｇｒｉｕｍꎬ Ｃａｌｇａｒｙꎬ Ａｌｂｅｒｔａꎬ Ｃａｎａｄａ)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ａｄｄｙ ｒｉｃｅꎬ ｍａｉｚｅꎬ ｐｏｔａｔｏꎬ ｃｏｔｔｏｎꎬ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ａｎｄ
ｂａｎａｎ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 ｂｌｅｎｄｓꎬ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Ｕ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ｕｒｅａ (ＲＵ)ꎬ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ｅｓｔｅｄ ｏｎ ｒｉｃｅꎬ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ｏｔｔ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ｓｉｘｔｙ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ｒｉｃｅ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ｘｉꎬ Ｈｕｂｅｉ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 Ａｎｈｕｉ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ꎻ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ꎬ Ｊｉｌｉｎꎬ Ｈｅｂｅｉ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ꎻ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ｐｏｔａｔｏ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ꎻ ｃｏｔｔｏｎ ｉｎ Ｈｕｂｅｉꎻ ｂａｎａｎａ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Ｕ 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ꎬ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ｕｒｅａ Ｔｈｅ ＣＲ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ｏ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ｔｏꎬ ａｎｄ ｏｎ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ａｎｄ ｂａｎａｎａ ｗｉｔｈ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Ｕ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ｖａ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ꎬ ｂｅ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ｉｎ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ｓ /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Ｕ ｗｅｒｅ ８ ５ － １７ ４％
ｆｏｒ ｒｉｃｅꎬ ３ ０ － ６ ６％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ꎬ ４ ０ － ９ １％ ｆｏｒ ｐｏｔａｔｏꎬ ７ ５ － ９ １％ ｆ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ꎬ ３ ０ － ５ ３％ ｆｏｒ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ａｎｄ ９ ８％ ｆｏｒ ｂａｎａｎａ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ＲＵ ｃｏｕｌ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ｏ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ｉｃｅꎬ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ｔｏꎻ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ｗ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ꎬ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ｓｉｘ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ｗｉｃｅ ｆｏｒ ｂａｎａｎａ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Ｅｘｃｅｐｔ ｃｏｔｔｏｎꎬ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Ｕ ａｔ ７５ － ８０％ ｏｆ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Ｎ ｒａｔｅ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ｓ ＲＵ ａｔ １００％ Ｎ ｒａｔｅ Ｂｌ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ＲＵ ｗｉｔｈ ＲＵ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ＣＲＵ ａｌｏｎｅ ｆｏｒ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ｔｏ ｕｎｄ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 ｂａｎａ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ｃｏ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ｚ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ｒｏｐ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ꎬ ｂｌ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ＲＵ ＋ ＲＵ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ＣＲＵ ａｌｏｎｅ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ａｓｅｓ Ｙ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ａｌｌ ｃｒｏｐ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ＲＵ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ｅｎｄ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Ｕ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ｒｏ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ｏｔａｔｏ ｔｕｂ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ꎬ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ａｎｄ ｆｉｂ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ｌｉｎｔ

４０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ｌｅａｆ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ＲＵꎬ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ＲＵ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ａｎ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ｓ ｐｅｒ ｐａｎｉｃｌｅ ｆｏｒ ｒｉｃｅꎬ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ｃｏｂ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ꎬ ｔｕｂ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ｐｏｔａｔｏꎬ ｂｏ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ｂｏｌ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ꎬ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ａｎ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ｇ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 ｈａｎｄ ｆｏｒ ｂａｎａｎａ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ｉ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ＲＵ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ｒｅｄｕｃ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ＲＵ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ｓ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ｂｅｓｔ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ｎｏ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ｅｘｉｓ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ｅｄｅ 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ａ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ｌｅａ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ＣＲＵ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ｔ ｎｅｗ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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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控释氮肥养分释放特性及其在双季水稻中的应用效果∗

廖育林∗∗ꎬ 鲁艳红ꎬ 聂　 军∗∗∗ꎬ 周　 兴ꎬ 谢　 坚ꎬ 杨曾平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 农业部湖南耕地保育科学观测实验站ꎬ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５)

摘　 要: 研究不同控释氮肥的养分释放规律及其在减氮量施用条件下早、 晚稻产量效应、 氮素吸收利用和土壤

氮素养分特性的差异ꎬ 为南方双季稻区控释氮肥在水稻高产节肥栽培上的应用提供参考ꎮ 采用静水溶解试验和

田间小区试验研究了两种控释氮肥 (树脂包膜尿素和硫包膜尿素) 的养分释放特性和在常规尿素施氮量基础上

减氮 １５％ 和 ３０％ 对早、 晚稻产量、 产量构成因素、 氮素养分吸收利用及土壤氮素含量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两种

控释氮肥的氮素累积释放曲线均为 “Ｓ” 形ꎬ 但培养期间硫包膜尿素氮素累积释放率均高于树脂包膜尿素ꎮ 在田

间条件下ꎬ 与常规尿素处理相比ꎬ 早稻减氮 １５％ 和 ３０％ 施用硫包膜尿素和树脂包膜尿素均表现为增产ꎬ 而晚稻

施硫包膜尿素增产ꎬ 施树脂包膜尿素减产ꎮ 株高、 每穗实粒数、 结实率和千粒重的增加是早、 晚稻增产的主要

原因ꎮ 施用两种控释氮肥均能促进早、 晚稻水稻植株氮素养分的吸收积累ꎬ 施用相同种类控释氮肥早晚稻稻谷、
稻草和植株氮养分积累量随施氮量提高而提高ꎮ 减氮 １５％ 和 ３０％ 施用两种控释氮肥有利于氮肥回收利用率、 氮

肥偏生产力和氮肥农学效率的提高ꎬ 在等氮水平下ꎬ 硫包膜尿素的提高效果优于树脂包膜尿素ꎮ 常规尿素处理、
减氮 １５％ 的两控释氮肥处理均能保持较高的土壤氮素水平ꎬ 减 ３０％ 氮的控释氮肥处理土壤氮素肥力较试验前有

所降低ꎮ 适当降低氮用量施用控释氮肥ꎬ 能促进双季水稻增产、 增加氮素利用效率、 维持或提高土壤氮素肥力

和可持续生产力ꎬ 控释氮肥养分释放规律的差异是导致其作用效应不同的主要原因ꎮ
关键词: 控释氮肥ꎻ 养分释放特性ꎻ 双季稻产量ꎻ 氮素吸收ꎻ 土壤氮素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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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

∗∗

∗∗∗

∗基金项目: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 ＩＰＮＩ) 资助项目 ( Ｈｕｎａｎ － １７)ꎻ 国家 “十二五”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２０１３ＢＡＤ０７Ｂ１１ꎬ ２０１２ＢＡＤ０５Ｂ０５)ꎻ 公益性行业 (农业) 科研专项 (２０１５０３１１８ －０５ꎬ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３ －０６)
∗∗第一作者: 廖育林ꎬ 博士ꎬ 副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植物营养与施肥原理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ｙｌｌｉａｏ２００６＠ １２６. ｃｏｍ

∗∗∗通信作者: 聂军ꎬ 博士ꎬ 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土壤与施肥原理方面的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ｊｕｎｎｉｅ＠ ｆｏｘｍａｉｌ.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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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ｒｉｃ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ｉｃｅ ｇｒａｉｎꎬ 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ｒｉｃ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ＣＳＵ ａｎｄ ＰＳＵ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ｅ ａｔ
１５％ ａｎｄ ３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ｅ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ｂ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ＳＵ ｔｈａｎ ＰＳＵ ｗｈ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Ｆꎬ ８５％
ＰＳＵ ａｎｄ ８５％ ＣＳ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ꎬ ｗｈ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ＳＵ ａｎｄ ＰＳＵ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ｅ ａｔ ３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ｄｏｕｂｌｅ￣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ꎬ ｒａｉｓ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ꎻ Ｄｏｕｂｌｅ￣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ꎻ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化肥氮的施用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ꎬ 但近年来随着我国氮肥施用量快速

增加ꎬ 氮肥增产效应呈递减趋势ꎬ 氮肥当季利用率偏低、 损失率偏高ꎬ 环境风险增加等问题日益

凸显[１] ꎮ 在我国耕地资源有限、 人口压力大的现实国情下ꎬ 如何在提高氮肥增产效应的同时ꎬ
降低施肥对环境的负面作用、 提高氮肥利用效率已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ꎮ

肥料中氮素养分供应与作物吸收的同步性将促进作物高产和氮素养分高效利用ꎬ 减少氮素损

失和提高氮肥利用效率[２] ꎮ 普通化肥氮如尿素ꎬ 由于其速效性特点ꎬ 施入稻田后短时间内迅速

溶解ꎬ 一次性基施通常导致水稻前期养分供应过量ꎬ 中后期营养供应不足ꎬ 养分利用率低、 损失

率高[３] ꎬ 只有通过分次施用才能达到为作物全生育期提供养分的目的ꎬ 但分次施用方法并不适

应目前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的现状ꎮ 控释氮肥通过各种调控机制有效控制养分释放速度和时间ꎬ
延长植物对其养分吸收利用的有效期ꎬ 达到一次性全量基施即可满足作物全生育期对氮素养分的

生理需求ꎬ 实现作物增产ꎬ 促进植株氮素的吸收利用[４] ꎬ 同时还可适当减少施氮量ꎬ 提高氮肥

利用效率[５] ꎬ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ꎮ 但不同类型控释氮肥养分释放速率和规律也不尽相同ꎬ 肥料

效应也存在差异ꎮ 因此ꎬ 在一定生态区域内ꎬ 针对不同作物筛选适合的控释肥料类型及确定适宜

的肥料用量和施用方法ꎬ 对实现区域农业高效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以南方双季水稻为对象ꎬ 选用树脂包膜尿素 (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ａｔｅｄ ｕｒｅａꎬ ＰＳＵ) 和硫包膜尿

素 (Ｓｕｌｆｕｒ ｃｏａｔｅｄ ｕｒｅａꎬ ＳＣＵ) 两种具有较好代表性的控释氮肥ꎬ 研究其减氮量施用条件下在早、
晚稻上的产量效应、 氮素吸收利用和土壤氮素养分特性ꎬ 并通过静水溶解实验分析两种控释氮肥

的养分释放特性差异ꎬ 比较评价两种控施氮肥在双季水稻节氮高产、 高效栽培应用的节肥增效机

理、 适宜施用量及施用方法ꎬ 以期为南方双季稻区水稻高产节肥栽培生产上控释氮肥的推广应用

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试验地点描述

试验于 ２０１４ 年在宁乡县回龙铺镇天鹅村 (Ｎ ２８°１２′ꎬ Ｅ １１２°２６′ꎬ 海拔 ６０ ｍ) 进行ꎬ 试验区

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ꎬ 年均降水量 １３５８ ｍｍꎬ 年均气温 １６ ８℃ ꎬ 年均无霜期 ２７４ ｄ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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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日照时数 １７３９ ｈꎮ 供试稻田土壤为白鳝泥田ꎮ 试验前耕层 ０ ~ ２０ ｃｍ 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ｐＨ 值

６ ５ꎬ 有机质 ５８ ３ ｇ / ｋｇꎬ 全氮 ２ ８４ ｇ / ｋｇꎬ 全磷 ０ ７５ ｇ / ｋｇꎬ 全钾 １１ ２ ｇ / ｋｇꎬ 碱解氮 ２７９ ３ ｍｇ / ｋｇꎬ
有效磷 ８ ５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钾 ５７ ０ ｍｇ / ｋｇꎮ
１ ２　 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６ 个处理: ＣＫ (不施任何肥料)ꎻ ＣＦ (常规施肥ꎬ 氮肥用普通尿素ꎬ 磷肥为过磷

酸钙、 钾肥为氯化钾)ꎻ ８５％ ＰＳＵ (节氮 １５％ ꎬ 氮肥用树脂包膜尿素ꎬ 磷钾肥同 ＣＦ 处理)ꎻ ７０％
ＰＳＵ (节氮 ３０％ ꎬ 氮肥用树脂包膜尿素ꎬ 磷钾肥同 ＣＦ 处理)ꎻ ８５％ ＳＣＵ (节氮 １５％ ꎬ 氮肥用硫

包膜尿素ꎬ 磷钾肥同 ＣＦ 处理)ꎻ ７０％ ＳＣＵ (节氮 ３０％ ꎬ 氮肥用硫包膜尿素ꎬ 磷钾肥同 ＣＦ 处理)ꎮ
ＣＦ 处理的施肥量按早稻 Ｎ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Ｐ２Ｏ５ ７５ ｋｇ / ｈｍ２、 Ｋ２Ｏ ９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晚稻 Ｎ １８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Ｐ２Ｏ５ ４５ ｋｇ / ｈｍ２、 Ｋ２Ｏ １２０ ｋｇ / ｈｍ２ 施用ꎬ 其他施肥处理的施氮量按处理设计施用ꎬ 磷、 钾用量与

ＣＦ 处理一致ꎮ 尿素分 ２ 次施用ꎬ 其中ꎬ ７０％ 做基肥施入ꎬ 余下 ３０％ 做分蘖肥追施ꎬ 控释氮肥做

基肥一次性施入ꎬ 磷肥做基肥一次性施入ꎬ 钾肥按 ５０％ 做基肥、 ５０％ 做分蘖肥施入ꎮ 基肥于抛

秧前 １ ｄ 施入ꎬ 施入后立即用铁齿耙耖入 ５ ｃｍ 深的土层内ꎬ 分蘖肥于抛秧后 ７ ~ １０ ｄ 撒施ꎮ 早稻

品种为常规稻湘早籼 ４５ 号ꎬ ４ 月 ２０ 日抛秧ꎬ 每亩抛 ２ ５ 万株ꎬ ７ 月 １５ 日收获ꎻ 晚稻品种 (组

合) 为杂交稻荆楚优 １４８ꎬ ７ 月 １８ 日抛秧ꎬ 每亩抛 １ ８ 万株ꎬ １０ 月 ２４ 日收获ꎮ 试验设 ３ 次重复ꎬ
小区面积 ２０ ｍ２ꎬ 随机区组排列ꎮ 小区间砌 ２０ ｃｍ 高、 ３０ ｃｍ 宽的泥埂覆膜隔离ꎬ 实行单独排灌ꎮ
其他管理与大田相同ꎮ
１ ３　 静水溶解实验设计

实验室条件下采用静水溶解法测定两种控释氮肥的氮素养分初期溶出率、 时段释放率和累积

释放率ꎮ 称取 １０ ０ ｇ 肥料放入小网袋中ꎬ 置于 ３００ ｍＬ 玻璃瓶中ꎬ 加入 ２５０ ｍＬ 蒸馏水ꎬ 加盖密

封在 ２５℃的恒温条件下培养ꎮ 前 ７ ｄ 内分别在第 １ ｄ (２４ ｈ)ꎬ 第 ３ ｄ、 第 ５ ｄ 和第 ７ ｄ 测定培养液

中总氮含量ꎬ 以后每隔 ７ ｄ 测定一次ꎬ 培养期共 ９１ ｄꎮ 测定时先将全部培养液转出ꎬ 取溶液

１０ ｍＬ转移至 １００ ｍＬ 容量瓶定容ꎬ 取样时注意使溶液浓度保持一致ꎮ 然后ꎬ 用去离子水将网袋

连同袋中肥料冲洗干净后再次放入玻璃瓶中ꎬ 再向瓶中加入 ２５０ ｍＬ 去离子水ꎬ 继续培养ꎮ 肥料

样品 ３ 次重复ꎮ
１ ４　 分析测定项目

１ ４ １　 控释氮肥氮素溶出率的测定

用凯氏法[６]测定实验室静水溶解培养液含氮量ꎮ 氮素累积释放率按下式计算:
初期溶出率 (％ ) ＝ ２４ ｈ 溶出的氮素养分量 / 试样中的氮量 × １００
氮素累积释放率 (％ ) ＝ ｎ 天氮的累积溶出量 / 试样中的氮量 × １００

１ ４ ２　 田间试验分析测定项目

田间试验开始前采集 ０ ~ ２０ ｃｍ 耕层土样ꎬ 用于测定 ｐＨ、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全钾、 碱解

氮、 有效磷和速效钾ꎮ 早、 晚稻成熟期各小区单打单晒ꎬ 分别测产ꎬ 并采集各小区植株样用于考

种并测定稻谷和稻草的氮含量ꎮ 早、 晚稻成熟期采集各小区耕层土样ꎬ 用于全氮和碱解氮测定ꎮ
土样和植株样品均采用常规方法分析测定[６] ꎮ
１ ５　 数据处理

采用如下方法计算氮素吸收量及氮素利用效率的相关参数[７] :
稻谷氮吸收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ｒａｉｎꎬ ＧＮＡ) ＝ 稻谷产量 × 稻谷氮含量

植株氮总吸收量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ＮＡ) ＝ 稻谷产量 × 稻谷氮含量 ＋ 稻草产量 ×
稻草氮含量

氮肥回收利用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ＮＲＥꎬ％ ) ＝ (施肥区地上部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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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对照区地上部氮吸收量) / 施氮量 × １００
氮肥农学效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ＦＡＥ) ＝ (施肥区籽粒产量 － 对照

区籽粒产量) / 施氮量

氮肥偏生产力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ＮＰＦＰ) ＝ 施肥区籽粒产

量 / 施氮量

氮素生理利用率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ＮＰＥ) ＝ (施肥区籽粒产量 － 对照区籽粒

产量) / (施肥区地上部氮吸收量 － 对照区地上部吸氮量)
氮收获指数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ꎬ ＮＨＩꎬ％ ) ＝ 籽粒吸氮量 / 地上部氮吸收量 × １００
在本试验中由于未设置不施氮肥仅施磷钾肥的处理ꎬ 计算上述参数采用不施任何肥料处理

(ＣＫ) 为对照ꎮ 数据处理及分析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ＤＰＳ ７ ５ 等数据处理系统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两种控释氮肥的氮素静水释放特征

在 ２５℃静水溶解条件下ꎬ 两种控释氮肥的氮素累积释放曲线均为 “Ｓ” 形ꎬ 累积释放率随培

养时间增加ꎬ 在整个培养期间ꎬ 硫包膜尿素氮素累积释放率均高于树脂包膜尿素 (图 １ ａ)ꎮ 硫

包膜尿素初期溶出率为 ７ ７％ ꎬ 树脂包膜尿素初期溶出率仅为 ３ ６％ ꎻ 在培养 ７ ｄ 和 １４ ｄ 硫包膜

尿素氮素累积释放率分别达到 １９ ３％ 和 ２３ １％ ꎬ 树脂包膜尿素氮素累积释放率分别为 １３ ７％ 和

１６ ２％ ꎻ 在培养 ２８ ｄ 硫包膜尿素氮素累积释放率为 ３４ ０％ ꎬ 树脂包膜尿素仅为 ２２ ４％ ꎻ 硫包膜

尿素氮素累积释放率在 ６３ ｄ 达到 ８０ ３％ ꎬ 树脂包膜尿素氮素释放率在 ７７ ｄ 达到 ８０ １％ ꎮ
由树脂包膜尿素和硫包膜尿素的氮素时段释放曲线 (图 １ ｂ) 可以看出ꎬ 两种控释氮肥都存

在 １ 个释放高峰阶段ꎬ 硫包膜尿素的氮素释放高峰期为 ３５ ~ ４９ ｄꎬ 树脂包膜尿素的氮素释放高峰

期为 ５６ ~ ７０ ｄꎬ 树脂包膜尿素较硫包膜尿素大约晚 ２０ ｄꎮ

图 １　 两种控释氮肥 ２５℃静水下的氮素释放率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２５℃ ｗａｔｅｒ

２ 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产量和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２ ２ １　 不同施肥处理早晚稻产量效应

试验结果表明ꎬ 两种控释氮肥在常规施氮基础上节氮 １５％ 和 ３０％ 施用对早、 晚稻稻谷产量

和生物产量的效应有所差异 (表 １)ꎮ 节氮 １５％ 和 ３０％ 的硫包膜尿素处理 (８５％ ＣＳＵ 和 ７０％
ＣＳＵ) 早、 晚稻稻谷产量和生物产量均高于 ＣＦ 处理ꎬ 其中早稻稻谷产量和生物产量与 ＣＦ 处理

间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ꎬ 晚稻 ７０％ ＣＳＵ 处理稻谷产量与 ＣＦ 处理间差异达到显著水

平 (Ｐ < ０ ０５)ꎬ 生物产量差异不显著ꎬ 晚稻 ８５％ ＣＳＵ 处理稻谷产量和生物产量与 ＣＦ 处理之间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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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节氮 １５％ 和 ３０％ 树脂包膜尿素处理 (７０％ ＰＳＵ 和 ８５％ ＰＳＵ) 早稻稻谷

产量和生物产量均高于 ＣＦ 处理ꎬ 但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ꎬ 晚稻稻谷产量和生物产

量则均显著低于 ＣＦ 处理 (Ｐ < ０ ０５)ꎮ
早晚稻减量 １５％ 和 ３０％ 施用硫包膜尿素均能促进水稻生长ꎬ 取得较高产量ꎬ 其中早稻节氮

１５％硫包膜尿素的增产效果优于节氮 ３０％ 硫包膜尿素处理ꎬ 晚稻节氮 ３０％ 的硫包膜尿素增产效

果优于节氮 １５％ 处理ꎮ 早稻节氮 １５％ 和 ３０％ 施用树脂包膜尿素也可实现一定的增产ꎬ 而晚稻则

表现为减产ꎮ

表 １　 不同施肥处理早晚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稻谷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生物产量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ｉｇｈ

(ｃｍ)

穗长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有效穗
Ａｖａｉａｂｌｅ

ｅａｒ
(穗 / 蔸)

实粒数
Ｇｒ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粒 / 穗)

结实率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千粒重
１ ０００ 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ｇ)

早稻

ＣＫ ３ ９６３ｃ ７ ３５０ｃ ６５ ３ｂ １９ ５ｂ ８ ９ｂ ５０ ２ｃ ７６ １ｄ ２３ ５ｃ
ＣＦ ５ ６２４ｂ １０ ６００ｂ ７９ ８ａ ２０ ２ａ １２ ４ａ ５２ ６ｂ ７５ ９ｄ ２３ ８ｂｃ

８５％ ＰＳＵ ６ ０４１ａｂ １１ ４３４ａｂ ８０ ６ａ ２０ ３ａ １３ ３ａ ５２ ７ｂ ７６ ８ｃ ２４ １ｂ
７０％ ＰＳＵ ５ ７７２ｂ １１ ２６８ａｂ ８０ １ａ ２０ １ａ １３ １ａ ５１ ４ｂｃ ７６ ３ｃｄ ２４ ２ｂ
８５％ ＣＳＵ ６ ４２２ａ １１ ８１８ａ ８１ ９ａ ２０ ４ａ １２ ５ａ ５６ ３ａ ７８ ７ａ ２５ １ａ
７０％ ＣＳＵ ６ ３４８ａ １１ ８６８ａ ８１ ２ａ ２０ ２ａ １２ ３ａ ５５ ６ａ ７７ ９ｂ ２４ ９ａ

晚稻

ＣＫ ５ ０６３ｅ ９ ５４３ｅ ９１ ４ｃ ２３ ２ｂ ９ ５ｄ ７０ １ｄ ７３ ３ｅ ２５ ４ｃ
ＣＦ ８ ６５３ｂ １６ ４４８ａｂ １０８ ３ａｂ ２４ ７ａ １２ ４ｃ ９２ ７ａｂ ８１ ４ｂ ２７ ５ａ

８５％ ＰＳＵ ８ ０３０ｃ １５ ３２９ｃ １０８ ６ａｂ ２３ ６ｂ １３ ７ａ ８０ １ｃ ７８ ３ｃ ２６ ０ｂ
７０％ ＰＳＵ ７ ４３４ｄ １３ ８９８ｄ １０７ １ｂ ２３ ９ａｂ １３ ５ａｂ ８１ １ｃ ７６ ７ｄ ２６ １ｂ
８５％ ＣＳＵ ８ ６５７ｂ １６ ３８６ｂ １１２ ６ａ ２４ ７ａ １２ ７ａｂｃ ９１ １ｂ ８２ １ａ ２７ ４ａ
７０％ ＣＳＵ ８ ９７９ａ １６ ８５４ａ １１０ ８ａｂ ２４ ７ａ １２ ５ｂｃ ９３ ５ａ ８２ ５ａ ２７ ４ａ

　 　 注: 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ꎬ 早稻、 晚稻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 ０ ０５ 显著

水平ꎮ 下同

Ｎｏ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ｓ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ｕｎｃ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ꎬ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２ 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早、 晚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不同施肥处理对早、 晚稻株高、 穗长、 有效穗、 每穗实粒数、 结实率和千粒重等产量构成因

素也有一定的影响 (表 １)ꎮ 各施肥处理的早、 晚稻株高、 穗长、 有效穗、 每穗实粒数和千粒重

均高于 ＣＫ 处理ꎬ 早稻产量较高的 ８５％ ＣＳＵ 和 ７０％ ＣＳＵ 处理的株高、 每穗实粒数、 结实率和千

粒重均高于其他施肥处理ꎬ 晚稻产量较高的 ８５％ ＣＳＵ、 ７０％ ＣＳＵ 和 ＣＦ 处理的株高、 穗长、 每穗

实粒数、 结实率和千粒重也较高ꎮ 这些指标的变化趋势与产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ꎬ 相关分析

(表 ２) 表明早稻株高、 穗长、 有效穗与稻谷产量极显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１)ꎬ 每穗实粒数、 千粒

重与稻谷产量显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５)ꎻ 晚稻株高、 结实率与稻谷产量极显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１)ꎬ 穗长、 千粒重与稻谷产量显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５)ꎮ 早稻株高、 穗长、 有效穗、 每穗实粒

数与生物产量极显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１)ꎬ 千粒重与生物产量显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５)ꎻ 晚稻株

高、 每穗实粒数、 结实率与生物产量极显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１)ꎬ 有效穗、 千粒重与生物产量显

著正相关 (Ｐ < ０ ０５)ꎮ
０１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表 ２　 早、 晚稻产量与产量构成因素的相关系数表 (样本个数 ｎ ＝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ｉｇｈ

穗长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有效穗数
Ａｖａｉａｂｌｅ ｅａｒ

ｎｕｍｂｅｒ

每穗实粒数
Ｇｒ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结实率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千粒重
１ ０００ 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早稻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

稻谷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０ ９４５ ∗∗ ０ ９２３∗∗ ０ ７８２∗∗ ０ ６６４∗ ０ ４３７ ０ ６８０∗

生物产量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ｙｉｅｌｄ ０ ９７０∗∗ ０ ９０２∗∗ ０ ８６２∗∗ ０ ８７５∗∗ ０ ３３５ ０ ５９９∗

晚稻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稻谷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０ ９２９∗∗ ０ ７５４∗ ０ ５６１ ０ ５４４ ０ ９０９∗∗ ０ ７４３∗

生物产量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ｙｉｅｌｄ ０ ９２４∗∗ ０ ５６０ ０ ７４０∗ ０ ８６４∗∗ ０ ９０７∗∗ ０ ７３６∗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性达到 ０ ０５ 和 ０ ０１ 的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Ｎｏ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０ ０５ ａｎｄ ０ ０１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 ３　 不同施肥处理对早晚稻氮吸收利用的影响

２ ３ １　 不同施肥处理对植株氮养分吸收量的影响

不同施肥处理对早晚稻稻谷、 稻草和植株氮养分积累量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 (表 ３)ꎮ 早、
晚稻各施肥处理稻谷、 稻草及植株氮素养分积累量均显著高于 ＣＫ 处理 (Ｐ < ０ ０５)ꎻ 除晚稻

７０％ ＰＳＵ 处理ꎬ 节氮 １５％ 和 ３０％ 水平的两种控释氮肥处理早晚稻稻谷、 稻草和植株氮素养分总

积累量均高于常规施氮量的 ＣＦ 处理ꎻ 早晚稻施用同种类型控释氮肥ꎬ 施氮量较高的处理稻谷、
稻草和植株氮素养分总积累也较高ꎮ

在节氮 １５％ 和 ３０％ 水平下ꎬ 施用树脂包膜尿素和硫包膜尿素均能提高早晚稻稻谷、 稻草和

植株氮素养分总积累量ꎻ 相同施氮量水平下ꎬ 早稻两种控释氮肥处理间的差异不明显ꎬ 而晚稻硫

包膜尿素处理稻谷、 稻草和植株氮素养分总积累量提高效果优于树脂包膜尿素处理ꎮ
２ ３ ２　 不同施肥处理对氮养分吸收利用效率的影响

氮肥回收利用率 (ＮＲＥ) 反映作物对肥料中氮素的吸收效率ꎮ 用差减法计算氮肥利用率的

结果表明 (表 ４)ꎬ 减氮 １５％ 和 ３０％ 的两种控释氮肥处理均能较常规尿素处理提高氮肥回收利用

率ꎬ 且硫包膜尿素的效果优于树脂包膜尿素ꎮ 与 ＣＦ 处理相比ꎬ 早稻减 １５％ 氮量树脂包膜尿素和

硫包膜尿素处理 (８５％ ＰＳＵ 和 ８５％ ＣＳＵ) 较 ＣＦ 处理氮肥回收利用率分别提高 ５３ ８％ 和 ５４ ７％ ꎬ
晚稻分别提高 ５８ ６％ 和 ６７ ４％ ꎻ 早稻减 ３０％ 氮量的树脂包膜尿素和硫包膜尿素处理 (７０％ ＰＳＵ
和 ７０％ ＣＳＵ) 较 ＣＦ 处理氮肥回收利用率分别提高 ６９ ２％ 和 ６９ ８％ ꎬ 晚稻分别提高 ４８ ３％ 和

８９ ４％ ꎮ 早、 晚稻控释氮肥处理氮肥回收利用率与 ＣＦ 处理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ꎮ 施用相同种类的控释氮肥ꎬ 除晚稻树脂包膜尿素处理 (８５％ ＰＳＵ 和 ７０％ ＰＳＵ)ꎬ 其他控

释氮肥处理的氮肥回收利用率均随施氮量的减少而提高ꎮ
氮肥偏生产力 (ＰＦＰ) 反映了单位施氮量对产量的贡献ꎮ 与施用尿素相比ꎬ 减量施用不同控

释氮肥对氮肥偏生产力均有提高作用 (表 ４)ꎬ 且硫包膜尿素的提高效果优于树脂包膜尿素ꎮ 与

ＣＦ 处理相比ꎬ 早稻减 １５％ 氮量的树脂包膜尿素和硫包膜尿素处理 (８５％ ＰＳＵ 和 ８５％ ＣＳＵ) 较

ＣＦ 处理氮肥偏生产力分别提高 ２０ ８％ 和 ３４ ４％ ꎬ 晚稻分别提高 １ ０％ 和 １７ ７％ ꎻ 早稻减 ３０％ 氮

量的树脂包膜尿素和硫包膜尿素处理 (７０％ ＰＳＵ 和 ７０％ ＣＳＵ) 较 ＣＦ 处理氮肥偏生产力分别提高

５３ ３％ 和 ６１ ３％ ꎬ 晚稻分别提高 ３２ ４％ 和 ４８ ２％ ꎮ 除晚稻 ８５％ ＰＳＵ 处理ꎬ 其他施控释氮肥处理

早晚稻氮肥偏生产力与 ＣＦ 处理间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５)ꎻ 施用相同类型的控释氮肥ꎬ
早晚稻氮肥偏生产力均随氮用量的减少而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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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施肥处理早、 晚稻稻谷和稻草的氮素含量及积累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全氮含量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氮吸收量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ｋｇ / ｈｍ２ )

稻谷 Ｇｒａｉｎ 稻草 Ｓｔｒａｗ 稻谷 Ｇｒａｉｎ 稻草 Ｓｔｒａｗ

植株氮吸收量
Ｐｌａｎｔ 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ｋｇ / ｈｍ２ )

早稻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
ＣＫ １ ３７ｃ １ ０５ｂ ５４ ３ｄ ３５ ６ｂ ８９ ９ｃ
ＣＦ １ ４２ｂｃ １ １６ａ ７９ ９ｃ ５７ ７ａ １３７ ６ｂ

８５％ ＰＳＵ １ ５１ａ １ １３ａ ９１ ２ａ ６０ ９ａ １５２ ２ａ
７０％ ＰＳＵ １ ４５ｂ １ １４ａ ８３ ７ｂｃ ６２ ７ａ １４６ ３ａｂ
８５％ ＣＳＵ １ ４１ｂｃ １ １５ａ ９０ ６ａｂ ６２ １ａ １５２ ６ａ
７０％ ＣＳＵ １ ３７ｃ １ ０８ｂ ８７ ０ａｂｃ ５９ ６ａ １４６ ６ａｂ

晚稻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ＣＫ １ ２２ｂｃ １ ５１ａ ６１ ８ｄ ６７ ６ｄ １２９ ４ｄ
ＣＦ １ ０８ｅ １ ２７ｃ ９３ ４ｃ ９９ ０ｃ １９２ ４ｃ

８５％ ＰＳＵ １ ２６ａｂ １ ５５ａ １０１ ２ｂ １１３ １ａ ２１４ ３ａｂ
７０％ ＰＳＵ １ ２９ａ １ ５３ａ ９５ ９ｃ ９８ ９ｃ １９４ ８ｃ
８５％ ＣＳＵ １ ２１ｃｄ １ ４８ａ １０４ ７ａ １１４ ４ａ ２１９ １ａ
７０％ ＣＳＵ １ １７ｄ １ ３７ｂ １０５ ０ａ １０７ ９ｂ ２１２ ９ｂ

氮肥农学效率 (ＡＮＵＥ) 表征单位施氮量作物经济产量增加量ꎬ 反映单位氮肥用量增产效

果ꎮ 试验结果 (表 ４) 表明除晚稻 ８５％ ＰＳＵ 处理ꎬ 其他控释氮肥处理早晚稻氮肥农学效率均较

ＣＦ 处理有所提高ꎻ 各施肥处理早稻氮肥农学效率在 １１ １ ~ ２２ ７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Ｎꎬ 晚稻在 １５ ５ ~
３１ １ ｋｇ 稻谷 / ｋｇ Ｎꎻ 在相同施氮量水平下ꎬ 早晚稻施用硫包膜尿素对氮肥农学效率的提高作用均

优于树脂包膜尿素ꎮ
氮素生理利用率 (ＮＰＥ) 是施用氮肥增加的作物经济产量与相应的植株氮素积累量增加量的

比值ꎬ 反映氮素的籽粒生产效率ꎮ 不同施肥处理对氮素生理利用率存在明显影响 (表 ４)ꎮ 早稻

除 ８５％ ＰＳＵ 处理外ꎬ 其他控释氮肥处理氮素生理利用率均较 ＣＦ 处理有所提高ꎻ 而晚稻所有控释

氮肥处理的氮素生理利用率较 ＣＦ 处理均降低ꎮ 在不同类型控释氮肥中ꎬ 施氮量相同条件下ꎬ 早

晚硫包膜尿素处理的氮素生理利用率均显著高于树脂包膜尿素处理 (Ｐ < ０ ０５)ꎻ 对于同一种控

释氮肥ꎬ 早晚稻氮素生理利用率均随氮肥施用量减少而提高ꎮ
氮收获指数 (ＮＨＩ) 反映氮素在植株营养器官与生殖器官间的分配ꎮ 结果表明不同处理对早

晚稻氮收获指数有一定的影响 (表 ４)ꎮ 其中ꎬ 早稻各处理氮收获指数在 ５７ ２％ ~ ６０ ４％ ꎬ 晚稻

在 ４７ ２％~ ４９ ３％ ꎮ
２ ４　 不同施肥处理对早、 晚稻土壤氮素养分的影响

土壤全氮和碱解氮是表征土壤供氮能力的重要指标ꎬ 土壤中碱解氮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土壤的

供氮强度ꎮ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 不同处理对早、 晚稻后土壤全氮、 碱解氮有一定的影响ꎮ 早稻后土

壤全氮含量最高的为 ８５％ ＣＳＵ 处理ꎬ 其次为 ８５％ ＰＳＵ 和 ＣＦ 处理ꎬ 碱解氮最高的为 ８５％ ＣＳＵ 处

理ꎬ 其次为 ８５％ ＰＳＵ 处理ꎻ 晚稻后土壤全氮含量最高的为 ８５％ ＣＳＵ 处理ꎬ 其次为 ＣＦ 和 ８５％ ＰＳＵ
处理ꎬ 碱解氮最高的为 ８５％ ＰＳＵ 处理ꎬ 其次为 ＣＦ 和 ８５％ ＣＳＵ 处理ꎮ 早稻后土壤全氮含量最低的

为 ７０％ ＣＳＵ 处理ꎬ 其次为 ７０％ ＰＳＵ 处理ꎬ 碱解氮最低的为 ＣＫ 处理ꎬ 其次为 ７０％ ＣＳＵ 处理ꎻ 晚

稻后土壤全氮含量最低的为 ＣＫ 处理ꎬ ７０％ ＰＳＵ 和 ７０％ ＣＳＵ 处理也较低ꎬ 碱解氮最低的为 ７０％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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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Ｕ 处理ꎬ 其次为 ＣＫ 处理ꎮ 表明常规尿素处理、 减 １５％ 氮量的树脂包膜尿素和硫包膜尿素处理

均能保持土壤较高的氮素肥力水平ꎬ 减 ３０％ 氮量的控释氮肥处理ꎬ 尤其是减 ３０％ 氮量硫包膜尿

素处理不利于土壤氮素肥力的保持ꎮ

表 ４　 不同施肥处理对早、 晚稻氮素吸收利用效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氮肥回收利用率
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

氮肥偏生产力
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ｇ / ｋｇ Ｎ)

氮肥农学效率
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ｇ / ｋｇ Ｎ)

氮素生理利用率
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ｇ / ｋｇ Ｎ)

收获指数
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 )

早稻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
ＣＫ ６０ ４
ＣＦ ３１ ８ｂ ３７ ５ｄ １１ １ｂ ３４ ８ｃ ５８ ０

８５％ ＰＳＵ ４８ ９ａ ４５ ３ｃ １４ ２ｂ ２９ １ｄ ５９ ９
７０％ ＰＳＵ ５３ ８ａ ５７ ５ａ １９ ８ａ ３６ ９ｂｃ ５７ ２
８５％ ＣＳＵ ４９ ２ａ ５０ ４ｂ １９ ３ａ ３９ ２ａｂ ５９ ３
７０％ ＣＳＵ ５４ ０ａ ６０ ５ａ ２２ ７ａ ４２ ０ａ ５９ ３

晚稻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ＣＫ ４７ ７
ＣＦ ３５ ０ｄ ４８ １ｄ １９ ９ｃ ５２ ６ａ ４８ ６

８５％ ＰＳＵ ５５ ５ｂｃ ４８ ６ｄ １５ ５ｄ ２８ ０ｄ ４７ ２
７０％ ＰＳＵ ５１ ９ｃ ６３ ７ｂ ２３ ５ｂ ４５ ５ｂ ４９ ２
８５％ ＣＳＵ ５８ ６ａ ５６ ６ｃ ２３ ５ｂ ４０ １ｃ ４７ ８
７０％ ＣＳＵ ６６ ３ａ ７１ ３ａ ３１ １ａ ４６ ９ｂ ４９ ３

表 ５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氮素含量变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早稻后 Ａｆｔｅｒ ｅａｒｌｙ ｒｉｃｅ 晚稻后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ｔｅ ｒｉｃｅ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ａｂｌｅ Ｎ

(ｍ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ｌｋａｌｉ￣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ａｂｌｅ Ｎ

(ｍｇ / ｋｇ)
ＣＫ ２ ５７ ２５２ ４ ２ ４７ １７２ ３
ＣＦ ２ ８５ ２７９ ２ ２ ８７ ２０２ ６

８５％ ＰＳＵ ２ ８７ ２９８ １ ２ ８４ ２０６ ２
７０％ ＰＳＵ ２ ５０ ２７９ ２ ２ ５４ １９３ ３
８５％ ＣＳＵ ３ ０５ ３１７ ６ ２ ８８ １９９ ７
７０％ ＣＳＵ ２ ４３ ２５９ ２ ２ ５４ １６２ １

３　 讨论与结论

氮肥合理施用是水稻生产稳产、 高产的基本保证ꎬ 对提高氮肥利用率和增产效果具有双重意

义ꎮ 合理施用氮肥包括适宜施氮量的确定和适宜肥料类型的选择等ꎬ 如将普通氮肥改为施用控释

氮肥就是方法之一ꎬ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施用控释氮肥能明显提高氮肥利用率和水稻产量[８] ꎮ
缓控释肥对作物产量形成和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已有较多研究ꎬ 普遍认为缓控释肥作为基肥

一次性施入ꎬ 由于有效延缓养分释放量和释放速率ꎬ 达到与作物需肥规律基本吻合ꎬ 从而有利于

作物产量的形成[９] ꎮ 水稻产量的形成过程其实质是干物质生产、 分配、 转运的过程[１０] ꎬ 水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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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长阶段的干物质积累是后期产量形成的重要基础ꎬ 因此ꎬ 要实现水稻高产的目标ꎬ 必须满足

水稻不同生长阶段对养分的需求ꎮ 在此阶段提供水稻生长充足的氮素养分对水稻获得高产十分关

键ꎮ 在本试验中ꎬ 与常规尿素处理相比ꎬ 早晚稻减量 １５％ 和 ３０％ 施用硫包膜尿素均显著增产ꎬ
早稻节氮 １５％ 和 ３０％ 施用树脂包膜尿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产量ꎬ 但增产效果不及施用硫包

膜尿素的处理ꎬ 而晚稻较常规尿素处理产量下降ꎮ 导致两种控释氮肥早晚稻产量效应差异可能与

它们的氮素养分释放规律差异导致养分供应与水稻生长对养分需求的同步性和匹配性有关ꎮ 硫包

膜尿素静水培养 １４ ｄ 的氮素累积释放率为 ２３ １％ ꎬ 较树脂包膜尿素高 ６ ９ 个百分点ꎬ 培养 ２８ ｄ
硫包膜尿素累积释放率为 ３４ ０％ ꎬ 较树脂包膜尿素高 １１ ６ 个百分点ꎬ 硫包膜尿素的氮素释放高

峰期为 ３５ ~ ４９ ｄꎬ 而树脂包膜尿素较其晚 ２０ｄ 左右ꎮ 有研究认为在水稻不同生育期中分蘖期和孕

穗期是吸氮最多的时期[１１] ꎬ 拔节至抽穗期是水稻的吸氮高峰[１２] ꎬ 水稻移栽后 １０ ~ ５０ ｄ 正是作物

氮素养分需求量较大的时期ꎬ 硫包膜尿素的养分释放速率和释放时间可能与该种植条件下的水稻

养分需要规律匹配较好ꎬ 因此有利于促进水稻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ꎻ 而树脂包膜尿素氮素养分前

期释放较慢ꎬ 释放时间较长可能造成早稻增产效果不及硫包膜尿素ꎬ 晚稻期间更是由于养分释放

较慢的特性ꎬ 不能满足晚稻分蘖较早稻提早对氮素养分的需求ꎬ 导致氮素养分供应不足ꎬ 未能为

后期生长和产量形成提供好的前期基础从而导致减产ꎮ
氮素是水稻产量主要影响因子ꎬ 氮素的增产作用主要通过提高有效穗数与每穗粒数获得[１３] ꎬ

谢春生等[１４]研究认为一次性施用控释肥增加了水稻成穗数、 穗粒数从而实现增产ꎮ 本研究结果

表明早晚稻产量较高的 ８５％ ＣＳＵ 和 ７０％ ＣＳＵ 处理株高、 每穗实粒数、 结实率和千粒重也较高ꎬ
可能是与硫包膜尿素的养分释放规律与水稻生长需肥规律较为同步有关ꎮ 晚稻产量较低的 ８５％
ＰＳＵ 和 ７０％ ＰＳＵ 处理的穗长、 每穗实粒数、 结实率和千粒重也较低ꎬ 可能与树脂包膜尿素前期

释放率低、 释放量少而未能满足水稻生长前期对氮素养分需求有关ꎮ 付建荣[１５] 研究认为将少量

的速效氮肥与缓控释肥料配合后一次基施的方法可以满足作物前期对氮素的需要ꎬ 保证有足够的

分蘖数和较多有效穗而获得高产ꎬ 因此ꎬ 也可在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针对树脂包膜尿素前期释放

率低的情况考虑用少量速效氮肥与其配合施用进行研究ꎮ
评价一种肥料在特定施用条件下的利用效率ꎬ 不仅要有较高的回收利用率ꎬ 同时还应有较高

的生理效率或农学效率ꎮ 氮肥回收利用率随施肥量的增加而降低ꎬ 当氮肥过量施用时ꎬ 会造成水

稻对氮的奢侈吸收ꎬ 氮肥生理利用率和回收率将急剧下降[１６] ꎮ 据研究ꎬ 控释氮肥能促进水稻生

育中、 后期叶片的硝酸还原酶和谷氨酰胺合成酶的活性ꎬ 从而促进水稻孕穗后体内氮素的吸收与

同化ꎬ 增强水稻的吸氮量ꎬ 达到提高氮素利用效率的目的ꎻ 同时ꎬ 控释氮肥还可以增强水稻生育

后期叶片中蛋白水解酶的活性ꎬ 促进叶片中蛋白质的降解ꎬ 有利于叶片中的氮素向籽粒运转ꎬ 从

而提高水稻氮肥农学效率或生理效率[１７] ꎮ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ꎬ 早晚稻在减氮 １５％ 和 ３０％ 水平上

施用硫包膜尿素和树脂包膜尿素均较常规尿素处理显著提高氮肥回收利用率和偏生产力ꎬ 除晚稻

８５％ ＰＳＵ 处理ꎬ 其他控释氮肥处理的早晚稻氮肥农学效率均较 ＣＦ 处理有显著提高ꎬ 且相同施氮

水平下硫包膜尿素对氮肥回收利用率、 氮肥偏生产力和氮肥农学效率的提高效果均优于树脂包膜

尿素ꎮ 但氮素生理利用率仅早稻 ７０％ ＰＳＵ、 ７０％ ＣＳＵ 和 ８５％ ＣＳＵ 处理高于 ＣＦ 处理ꎬ 早稻 ８５％
ＰＳＵ 处理和晚稻所有控释氮肥处理的氮素生理利用率均低于常规尿素处理ꎬ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

研究ꎮ
通过施肥调控将土壤有效养分含量控制在一个适量的水平ꎬ 既可保证较高产量又不会引起环

境污染风险[１８] ꎮ 包膜控释肥料可根据作物生长不同时期的需肥量来调节其养分释放速率ꎬ 不同

包膜材料肥料其养分控制释放的特性有所差异ꎬ 施用后也会导致土壤养分状况有所差异ꎮ 土壤氮

素养分的变化与肥料中氮素的释放特性、 氮肥用量和氮素损失量等因素有关ꎮ 本试验条件下ꎬ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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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尿素处理、 减氮 １５％ 树脂包膜尿素和硫包膜尿素处理均能保持早稻后土壤较高的氮素肥力水

平ꎬ 减氮 ３０％ 控释氮肥处理ꎬ 尤其是减氮 ３０％ 硫包膜尿素处理不利于土壤氮素肥力的保持ꎬ 可

能与其氮素投入较少而植株带走较多氮素有关ꎮ 尽管减氮 ３０％ 硫包膜尿素早晚稻均取得较高产

量ꎬ 但从土壤肥力保持的角度看可能并不利于土壤氮素肥力和持续生产力的维持ꎮ
因此ꎬ 综合考虑作物的产量效应、 养分吸收利用效率及土壤氮素肥力保持与培育ꎬ 在本试验

条件下或与该试验类似的生态区域ꎬ 早晚稻一次性基施减氮 １５％ 的硫包膜尿素能取得较好的增

产效应ꎬ 并且有利于氮素养分吸收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土壤肥力的保持ꎻ 早稻施用减氮 １５％ 的树

脂包膜尿素也可在一定程度促进增产ꎬ 但效果不及硫包膜尿素ꎻ 如果晚稻也采用树脂包膜尿素ꎬ
建议配施一定比例速效氮肥ꎮ

控释氮肥具有高肥力和长肥效的作用ꎬ 其使用为既增加水稻产量又提高水稻种植中的氮素利

用率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手段ꎬ 本研究仅对两种控施氮肥在双季水稻节氮高产、 高效栽培应用的节

肥增效机理、 适宜施用量、 施用方法及氮素释放特性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效应比较ꎬ 但稻田土壤氮

素基础地力条件与相对应的控释氮肥的施用量、 种类和速效氮肥的合理配比ꎬ 以及长期双季水稻

种植中的水稻高产条件下的土壤氮素平衡等研究均需要更多的试验来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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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释尿素对春玉米产量、 肥料利用率及土壤硝态氮残留的影响∗

姬景红∗∗ꎬ 李玉影１ꎬ 刘双全１ꎬ 佟玉欣１ꎬ 郑　 雨２ꎬ 刘　 颖１ꎬ 张明怡１

( １ 黑龙江省土壤环境与植物营养重点实验室ꎬ 黑龙江省肥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ꎬ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ꎬ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６ꎻ

２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ꎬ 沈阳　 １１０８６６)

摘　 要: 为明确控释尿素在黑龙江省玉米主产区应用效果及硝态氮在土壤剖面的累积ꎬ 本文通过两年 ４ 点次田

间试验ꎬ 研究普通尿素与控释尿素混合施用对春玉米产量、 土壤硝态氮含量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春玉米产量、
植株吸氮量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ꎮ 控释尿素的施用能够提高玉米产量、 植株吸氮量、 氮肥表观利用率、
氮农学效率及氮肥贡献率ꎮ 在相同氮素施用水平下 (１００％ 、 ７５％ 、 ５０％ 氮肥用量)ꎬ 基施控释尿素比基施普通

尿素各处理玉米产量分别平均增加 ３４４ ｋｇ / ｈｍ２ 、 ２２７ ｋｇ / ｈｍ２ 、 ３４５ ｋｇ / ｈｍ２ ꎻ 氮肥表观利用率提高 ５ ９％ 、 ４ ９％ 和

５ １％ ꎻ 氮肥农学效率提高 ２ ０ ｋｇ / ｋｇ、 ２ ６ ｋｇ / ｋｇ 和 ２ ６ ｋｇ / ｋｇꎮ 收获期ꎬ １００％ 控释尿素处理土壤硝态氮含量在

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较高ꎬ 而 ４０ ~ ８０ ｃｍ 土层 １００％ 普通尿素处理硝态氮含量较高ꎮ ４０％ 普通尿素氮肥 ＋ ６０％ 控释尿素

混合一次性基施处理玉米产量、 植株吸氮量、 氮肥表观利用率、 氮农学效率均与普通尿素氮肥 ４０％ 基肥 ＋ ６０％
追肥处理相似ꎮ 普通尿素与控释尿素 ４６ 比一次性基施增加了 ０ ~ ４０ ｃｍ 土壤供氮能力ꎬ 降低硝态氮向深层土壤

淋失的风险ꎬ 节省了追肥的人工及机械费用ꎬ 在黑龙江省玉米生产上是可以推广和借鉴的氮素管理方式ꎮ
关键词: 控释尿素ꎻ 春玉米ꎻ 产量ꎻ 硝态氮ꎻ 氮平衡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Ｕｒｅａ 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ꎬ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Ｊｉ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１ꎬ Ｌｉ Ｙｕｙｉｎｇ１ꎬ Ｌｉｕ Ｓｈｕａｎｇｑｕａｎ１ꎬ Ｔｏｎｇ Ｙｕｘｉｎ１ꎬ
Ｚｈｅｎｇ Ｙｕ２ꎬ Ｌｉｕ Ｙｉｎｇ１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ｙｉ１

( １Ｔｈｅ Ｋｅｙ Ｌａｂ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８６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８６６ꎬ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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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１００％ ꎬ７５％ ꎬ５０％ )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１００％ Ｕ ａｓ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００％ ＢＵ)ꎬ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１００％ ＣＲ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３４４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２２７ ｋｇ / ｈｍ２ ꎬ ３４５ ｋｇ / ｈｍ２ ꎬ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５ ９％ ꎬ ４ ９％ ａｎｄ ５ １％ 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ｙ ２ ０ ｋｇ / ｋｇꎬ ２ ６ ｋｇ / ｋｇ ａｎｄ ２ ６ ｋｇ / ｋｇ 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ａｒｖｅｓ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ｆ １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ｕｒｅ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０ － ４０ 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ｆ １００％ ｕｒｅ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４０ － ８０ 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ꎬ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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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ＩＰＮＩ 资助项目 (ＮＭＢＦ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 ２０１５)ꎻ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２０１５ＢＡＤ２３Ｂ０５ － ０６)
∗∗第一作者: 姬景红ꎬ 副研究员ꎬ 博士ꎬ 研究方向为土壤肥力与植物营养ꎮ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９８＠ １６３. ｃｏｍ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ꎬ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０％ ｕｒｅａ ＋ ６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ｕｒｅａ ａｓ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４０％ ｕｒｅａ ａｓ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 ６０％ ｕｒｅａ ａｓ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０ － ４０ 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ꎬ ＮＯ －

３ ￣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ｔｏ ｄｅｅｐ ｓｏｉｌ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ꎬ ｂｙ ｍｉｘ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４ ｔｏ ６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ｕｒｅａ ａｓ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ｓａ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ｓｔꎬ 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ｎ ｍａｉｚ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ｕｒｅａꎻ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ꎻ Ｙｉｅｌｄꎻ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合理施用氮肥是提高玉米产量最主要的途径之一ꎮ 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不仅会影响作物产量ꎬ
也会造成氮肥的损失、 氮肥利用率降低ꎬ 甚至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１] ꎮ 因此ꎬ 改变传统施

肥方式ꎬ 提高作物产量和氮肥利用率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ꎮ 氮肥的合理施用除了要确

定适宜的氮肥用量外ꎬ 还应注重肥料的施用时期和形态[２] ꎮ 包膜肥料的研究和应用为解决上述

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３] ꎮ 与普通尿素相比ꎬ 控释氮肥具有养分释放慢、 作物吸收多、 养分利用

率高的特点ꎬ 使用控释肥可以显著地降低氮素的挥发与淋失ꎬ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４] ꎬ 免去追肥

环节ꎬ 在生产上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ꎮ 对于缓控释尿素施用对作物产量、 肥料利用率的影响已有

很多研究ꎮ 曹宁等[５]的研究表明ꎬ 控释尿素比普通尿素一次性施用玉米产量增加 １７ ７０％ ꎬ 氮肥

利用效率提高 １７ ５８％ ꎬ 以硅藻土为载体的控释尿素替代普通尿素ꎬ 一次性基施的施肥方式替代

基肥加追肥是可行的ꎬ 能达到省工、 增效的目的ꎮ 杨雯玉等[６] 研究表明ꎬ 与普通尿素单施相比ꎬ
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配施能提高氮肥利用率ꎬ 同时降低土壤中硝态氮的积累量ꎮ 与常规施肥相

比ꎬ 施用缓释复混肥料可使土壤剖面硝态氮累积量降低 ２０％~ ７０％ [７] ꎮ 目前ꎬ 关于黑龙江省春玉

米施用控释尿素效果的报道较少[８￣９] ꎮ 以往研究多集中在控释肥施用对夏玉米的产量及肥料利用

率的影响上ꎬ 而对于气候、 土壤条件完全不同的春玉米控释尿素施用效果ꎬ 尤其是对土壤硝态氮

积累方面尚缺乏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因此ꎬ 本文旨在明确控释尿素在黑龙江省玉米主产区应用效果

及对土壤剖面硝态氮累积量的影响ꎬ 为该区控释尿素的合理施用以及玉米简化高效施肥提供理论

依据和技术支撑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供试肥料: 氮肥 (ＢＵ) 为市售普通尿素 (含 Ｎ ４６％ )ꎬ 磷肥为重过磷酸钙 (含 Ｐ２Ｏ５ ４６％ )ꎬ
钾肥为氯化钾 (含 Ｋ２Ｏ ６０％ )ꎮ 控释尿素 (ＣＲＵ)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提供美国 Ａｇｒｉｕｌｎ 公司生产

的树脂包膜尿素 (含 Ｎ ４４％ )ꎬ 控释期为 ９０ ｄꎮ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进行ꎬ ２０１１ 年试验分别设在黑龙江省肇源县二站镇东海丰村和双城

市双城镇中兴村ꎻ ２０１２ 年试验设在黑龙江省宾县宾州和哈尔滨市民主乡ꎮ 试验设 ９ 个处理

(表 １)ꎬ ３ 次重复ꎬ 随机区组排列ꎬ 小区面积 ４０ ｍ２ꎮ 施肥方法除了普通尿素氮肥 ４０％ 基肥 ＋
６０％追肥处理以外的其他处理均为一次性基肥施入ꎮ 双城和肇源供试玉米品种为郑单 ９５８ꎬ 密度

６ ０ 万株 / ｈｍ２ꎻ 宾县和哈尔滨供试玉米品种分别为玉 ２５８ 和龙丹 ４２ꎮ 双城试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播种ꎬ ９ 月 ３０ 日收获ꎻ 肇源试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播种ꎬ １０ 月 ３ 日收获ꎻ 宾县试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播种ꎬ １０ 月 ６ 日收获ꎻ 哈尔滨试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播种ꎬ １０ 月 ３ 日收获ꎮ 除肇源地区土

壤类型为碳酸盐黑钙土外ꎬ 其他地区均为黑土ꎬ 供试土壤基本化学性质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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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试验处理及养分用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ｓ

处理编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ｄ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Ｐ２ Ｏ５

(ｋｇ / ｈｍ２ )
Ｋ２ Ｏ

(ｋｇ / ｈｍ２ )
１ ＣＫ 不施 Ｎ 肥 ０ ６０ ７５
２ ＢＵ １００％ Ｂｆ 推荐用量 (普通尿素) １７５ ６０ ７５
３ ＣＲＵ１００％ Ｂｆ 推荐用量 (控释尿素) １７５ ６０ ７５
４ ＢＵ４０％ Ｂ ＋ ６０％ Ｔ 普通尿素 ４０％ 播前基施ꎬ ６０％ 追肥 １７５ ６０ ７５
５ (４０％ ＢＵ ＋ ６０％ ＣＲＵ) Ｂｆ ４０％ 普通尿素 ＋ ６０％ 控释尿素混配 １７５ ６０ ７５
６ ＣＲＵ ７５％ Ｂｆ 推荐用量的 ７５％ (控释尿素) １３３ ６０ ７５
７ ＢＵ ７５％ Ｂｆ 推荐用量的 ７５％ (普通尿素) １３３ ６０ ７５
８ ＣＲＵ ５０％ Ｂｆ 推荐用量的 ５０％ (控释尿素) ８７ ６０ ７５
９ ＢＵ ５０％ Ｂｆ 推荐用量的 ５０％ (普通尿素) ８７ ６０ ７５

　 　 注: ＢＵ 普通尿素ꎬ ＣＲＵ 控释尿素ꎬ Ｂｆ 为底肥ꎬ Ｔ 为追肥

Ｎｏｔｅ: ＢＵ￣ｃｏｍｍｏｎ ｕｒｅａꎬ ＣＲＵ￣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ｕｒｅａꎬ Ｂ￣Ｂａｓ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Ｔ￣Ｔｏｐ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表 ２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

有机质
Ｏ Ｍ

(ｇ / ｋｇ)

速效 Ｎ
Ａｖａｉ Ｎ

(ｍｇ / ｋｇ)

速效 Ｐ
Ａｖａｉ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 Ｋ
Ａｖａｉ Ｋ

(ｍｇ / ｋｇ)

有效 Ｓ
Ａｖａｉ Ｓ

(ｍｇ / ｋｇ)

有效 Ｂ
Ａｖａｉ Ｂ

(ｍｇ / ｋｇ)

有效 Ｚｎ
Ａｖａｉ Ｚｎ
(ｍｇ / ｋｇ)

双城中兴村 ６ ６３ ３８ ２ １８７ ９ ２９ ４ １７３ ２ １９ ８ ０ ８７ ２ １８
２０１１

肇源东海丰村 ８ ０７ ２９ ４ １５１ ２ １９ ３ １６２ ８ ２８ ２ ０ ７３ １ ７２
宾县宾州 ６ １１ ３５ ７ １３８ ４ ５０ ２ １５２ １ ２１ ４ ０ ６３ ２ ２４

２０１２
哈尔滨民主乡 ６ ５４ ３３ １ １２２ ６ ４８ ２ １８３ ０ ２２ １ ０ ７８ ２ １４

１ 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１ ３ １　 土壤基本化学性质

试验前按 Ｓ 点取样法采集 ０ ~ ２０ ｃｍ 耕层土壤ꎬ 取样部位为垄台坡的侧面ꎬ 采用常规方法[１０]

分析土壤 ｐＨꎬ 速效氮、 速效磷、 速效钾、 有效硫、 有效锌、 有效硼含量ꎮ
１ ３ ２　 产量及吸氮量

玉米成熟后ꎬ 取小区中间 ４ 垄 ６０ 穗测产ꎮ 采集各小区代表性玉米 ５ 株ꎬ 将植株和籽粒样品

于 １０５℃杀青 ３０ ｍｉｎꎬ ７０℃烘干ꎬ 称重ꎬ 采用凯氏法测定样品中全氮含量ꎮ
１ ３ ３　 土壤硝态氮

试验前、 苗期、 拔节期、 抽雄期、 灌浆期、 成熟期取土壤样品ꎬ 每小区用土钻取 ３ 钻ꎬ 取后

立即放入封口袋中ꎬ 试验前和成熟期取样深度为 ０ ~ ２０ ｃｍ、 ２０ ~ ４０ ｃｍ、 ４０ ~ ６０ ｃｍ、 ６０ ~ ８０ ｃｍꎬ
共 ４ 层ꎬ 其他时期取 ０ ~ ２０ ｃｍꎮ 土壤硝态氮含量采用 ＡＡＳ 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ꎮ
１ ４　 数据处理及计算公式

试验所得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氮肥利用率 (ＲＥＮꎬ％ ) ＝ (施氮区地上部分吸氮量 － 不施氮肥区地上部吸氮量) / 施氮

量 × １００
氮肥农学效率 (ＡＥＮꎬ ｋｇ / ｋｇ) ＝ (施氮区产量 － 不施氮区产量) / 施氮量

土壤硝态氮累积量 (ｋｇ / ｈｍ２) ＝ 土层厚度 × 土壤容重 × 土壤硝态氮含量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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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控释尿素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产量是评价肥效最重要的指标之一ꎮ 试验结果表明 (图 １ 至图 ４)ꎬ 在相同磷、 钾肥水平上ꎬ
两年四个试验点均表现出玉米产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ꎬ 各施氮处理与不施氮处理 (ＣＫ) 相

比具有显著或极显著的增产效果ꎬ 普通尿素氮肥 ４０％ 基肥 ＋ ６０％ 追肥处理和 ４０％ 普通尿素与

６０％ 控释尿素混合一次性基施处理玉米产量分别增加 ５８ ４％ 和 ５４ ８％ ꎮ 在相同氮素施用水平下

(１００％ 、 ７５％ 、 ５０％ 氮肥用量)ꎬ 基施控释尿素比基施普通尿素各处理玉米产量平均分别增加

３４４ ｋｇ / ｈｍ２、 ２２７ ｋｇ / ｈｍ２、 ３４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增产率分别为 ４ ２％ 、 ３ ０％ 、 ３ ９％ ꎮ 四试验点均以普

通尿素氮肥 ４０％ 基肥 ＋ ６０％ 追肥和 ４０％ 普通尿素与 ６０％ 控释尿素混合一次性基施玉米产量较

高ꎬ 显著高于等氮量其他两处理 (控释尿素 １００％ 基施和普通尿素 １００％ 基施)ꎮ 双城、 宾县、
哈尔滨黑土区ꎬ 以普通尿素氮肥 ４０％ 基肥 ＋ ６０％ 追肥处理产量最高ꎬ 但与 ４０％ 普通尿素氮肥 ＋
６０％ 控释尿素基肥处理的产量差异不显著ꎮ 肇源黑钙土地区ꎬ ４０％ 普通尿素与 ６０％ 控释尿素混

合一次性基施处理表现效果最佳ꎬ 产量达 ９ ３６０ ｋｇ / ｈｍ２ꎻ 可见ꎬ 控释尿素的施用可以有效提高玉

米产量ꎮ

图 １　 双城不同施氮处理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

图 ２　 肇源不同施氮处理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Ｚｈａｏ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图 ３　 宾县不同施氮处理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Ｂｉｎ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图 ４　 哈尔滨不同施氮处理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Ｈａｒｂｉｎ 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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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控释尿素对玉米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不同施肥处理的植株吸氮量有明显的差异 (图 ５ 至图 ８)ꎮ 植株吸氮量变化趋势与玉米产量

变化趋势一致ꎬ 基本上是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ꎮ 以普通尿素氮肥 ４０％ 基肥 ＋ ６０％ 追肥处

理和 ４０％ 普通尿素氮肥 ＋ ６０％ 控释尿素基肥两处理玉米植株吸氮量最高ꎮ 相同氮肥用量条件下

(１００％ 、 ７５％ 、 ５０％ 氮肥用量)ꎬ 控释尿素处理玉米植株氮素吸收量略高于普通尿素处理ꎬ 个别

处理间差异显著ꎮ 主要是由于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相比ꎬ 玉米生长后期供氮充足ꎬ 有利于植株氮

素吸收ꎮ

图 ５　 双城不同施氮处理玉米植株氮吸收量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

图 ６　 肇源不同施氮处理玉米植株氮吸收量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Ｚｈａｏｙｕａｎ Ｃｉｔｙ

图 ７　 宾县不同施氮处理玉米植株氮吸收量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Ｂｉｎｘｉａｎ Ｃｉｔｙ

图 ８　 哈尔滨不同施氮处理玉米植株氮吸收量

Ｆｉｇ ８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Ｈａｒｂｉｎ Ｃｉｔｙ

氮肥用量及氮肥种类对氮肥表观利用率具有显著影响ꎮ 在氮肥 １００％ 用量条件下ꎬ 四个试验

点普通尿素氮肥 ４０％ 基肥 ＋ ６０％ 追肥处理和 ４０％ 普通尿素与 ６０％ 控释尿素混合一次性基施处理

氮肥表观利用率较高ꎬ 其中ꎬ 双城试验点为 ４６ ９％ 和 ４５ ５％ ꎬ 肇源试验点为 ４１ ３％ 和 ３９ ７％ ꎻ
宾县试验点为 ４４ ２％ 和 ４５ ７％ ꎬ 哈尔滨试验点为 ３４ ６％ 和 ４０ ６％ ꎻ 哈尔滨试验点两处理之间差

异显著ꎬ 其他地点两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 ３)ꎮ 同等氮量下 (１００％ 、 ７５％ 、 ５０％ 氮肥用量)ꎬ
基施控释尿素处理较基施普通尿素处理氮肥表观利用率平均分别提高 ５ ９％ 、 ４ ９％ 和 ５ １％ ꎮ 四

试验点各处理氮肥农学效率与氮肥表观利用率变化趋势基本相同ꎬ 同等氮量下 (１００％ 、 ７５％ 、
５０％ 氮肥用量)ꎬ 基施控释尿素处理较普通尿素处理氮肥农学效率平均分别提高 ２ ０ ｋｇ / ｋｇ、

１２３

第 ５ 章　 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２ ６ ｋｇ / ｋｇ和 ２ ６ ｋｇ / ｋｇꎮ 其中 ４０％ 普通尿素与 ６０％ 控释尿素混合一次性基施处理因肥料一次施

入ꎬ 节省了追肥的人工及机械费用ꎬ 在生产上是可以推广和借鉴的氮素管理方式ꎮ

表 ３　 不同施氮处理玉米的氮素利用效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处理
Ｔｒ

ＲＥＮ
(％ )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Ｎ)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处理
Ｔｒ ＲＥＮ (％ )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Ｎ)
处理 ２ ３４ ７ ｂｃ １５ ５ ｂｃ 处理 ２ ２９ ７ｅ １６ ８ｃｄ
处理 ３ ３７ ９ ｂ １７ ７ ｂ 处理 ３ ３７ ５ｂｃ １８ ３ｂｃ
处理 ４ ４６ ９ ａ ２５ １ ａ 处理 ４ ４１ ３ａ ２２ ２ａｂ

双城 处理 ５ ４５ ５ ａ ２３ ３ ａ 肇源 处理 ５ ３９ ７ａｂ ２３ １ａ
Ｓ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处理 ６ ３６ ２ ｂｃ １６ ２ ｂ Ｚｈａｏｙｕａｎ 处理 ６ ３９ ４ａｂｃ １６ １ｃｄｅ

处理 ７ ３１ ８ ｄ １１ ４ ｄ 处理 ７ ３１ ６ ｄ １４ ５ｅ
处理 ８ ４１ ７ ａｂ １５ ４ ｂｃ 处理 ８ ３９ ５ａｂ １９ １ａｂｃ
处理 ９ ３３ ４ ｃ １２ １ ｃｄ 处理 ９ ３３ ７ｃ １６ ５ｃｄ
处理 ２ ３３ ７ｄ １４ ３ｃ 处理 ２ ２３ ６ｄ ９ ９ｄ
处理 ３ ３７ ５ｃ １５ ８ｃ 处理 ３ ３２ ２ｂｃ １２ ６ｃ
处理 ４ ４４ ２ａ １９ ４ａ 处理 ４ ３４ ６ｂ １７ ３ａ

宾县 Ｂｉｎｘｉａｎ 处理 ５ ４５ ７ａ １６ ９ｂｃ 哈尔滨 Ｈａｒｂｉｎ 处理 ５ ４０ ６ａ １４ ９ａｂ
处理 ６ ３９ ５ａｂｃ １９ ８ａ 处理 ６ ３０ ６ ｃ １４ ７ａｂ
处理 ７ ３６ １ｃ １８ ０ａｂ 处理 ７ ２６ ６ｄ １２ ４ｃ
处理 ８ ４０ ６ａｂ ２０ ７ａ 处理 ８ ３６ ９ａｂ １７ ５ａ
处理 ９ ３８ ０ｂｃ １６ ８ｂｃ 处理 ９ ３３ ２ｂｃ １７ ０ａ

２ ３　 控释尿素对土壤剖面硝态氮残留的影响

收获期ꎬ ０ ~ ８０ ｃｍ 土壤剖面中ꎬ 氮肥的投入显著增加土壤硝态氮含量ꎬ 普通尿素高于控释

尿素 (表 ４)ꎮ 从 ０ ~ ８０ ｃｍ 土层硝态氮总残留量可以看出ꎬ 除不施氮肥处理外ꎬ 以控释尿素

１００％ 一次性基施处理土壤残留硝态氮最低ꎮ 处理 ４ 的硝态氮在 ０ ~ ８０ ｃｍ 总残留量显著高于处

理 ２ꎬ 但从不同层次分析ꎬ 可以看出ꎬ 处理 ４ 的硝态氮含量在 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积累量较高ꎬ 在

４０ ~ ８０ ｃｍ 土层积累量较低ꎻ 而处理 ２ 则恰好相反ꎮ 总体来说ꎬ ０ ~ ２０ ｃｍ 和 ２０ ~ ４０ ｃｍ 基本表现

为控释尿素处理土壤硝态氮含量高于普通尿素处理ꎬ 而 ４０ ~ ６０ ｃｍ 和 ６０ ~ ８０ ｃｍ 土层则表现为普

通尿素处理土壤残留硝态氮显著大于控释尿素处理ꎬ 这就说明控释尿素单独施用或与普通尿素按

４６ 混合搭配增加 ０ ~ ４０ ｃｍ 土壤供氮能力ꎬ 降低硝态氮向深层土壤淋失的风险ꎮ

表 ４　 不同施氮处理土壤 ０ ~ ８０ｃｍ 硝态氮残留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ＮＯ －
３ － 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０ ~ ８０ ｃｍ)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单位: ｋｇ / ｈｍ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 ~ ２０ ｃｍ ２０ ~ ４０ ｃｍ ４０ ~ ６０ ｃｍ ６０ ~ ８０ｃｍ ０ ~ ８０ｃｍ

１ ＣＫ ２２ ３ｃ １４ ５ｄ １２ ６ｃ １４ ６ｄ ６４ ０ｄ
２ ＢＵ １００％ Ｂ ３６ ５ｂ １８ ７ｃ ２５ ７ａ ２９ ５ａ １１０ ４ ｂ
３ ＣＲＵ１００％ Ｂ ４５ ４ａ １９ ９ｂｃ １５ ６ｂ １７ ７ｃｄ ９８ ６ｃ
４ ＢＵ４０％ Ｂ ＋ ６０％ Ｔ ３９ ２ａｂ ２８ ９ａ ２５ ５ａ ２２ ８ｂ １１６ ４ ａ
５ (４０％ ＢＵ ＋ ６０％ ＣＲＵ) Ｂ ４３ ２ａｂ ２６ ２ａｂ ２３ ３ａｂ １９ ９ｂｃ １１２ ６ ａｂ

　 　 注: 表中数据为四试验点平均值ꎬ 同列数据中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ｓ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ｉｔｅｓꎬ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０ ０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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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氮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既要保证作物高产ꎬ 又不会造成土层硝态氮大量积累及损失ꎬ 达到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１１] ꎮ 本文通过两年四点田间试验结果也表明ꎬ 控释尿素具有提高肥料

利用率ꎬ 增加产量ꎬ 降低硝态氮淋失、 节约劳力的作用ꎬ 以 ４０％ 普通尿素与 ６０％ 控释尿素掺混

一次性基施处理与普通尿素 ４０％ 基施结合 ６０％ 追施处理效果相当ꎮ 本试验结果还表明ꎬ １００％ 普

通尿素或 １００％ 控释尿素一次性基施效果并不理想ꎮ 若 １００％ 施用普通尿素ꎬ 则易于造成玉米生

长的前期可供应氮量高于玉米实际需求量ꎬ 一方面造成肥料氮素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风险 (表 ４)ꎻ
另一方面使得玉米生长后期氮素养分供应不足ꎬ 造成植株脱肥ꎬ 影响产量的提高ꎮ 若 １００％ 施用

控释尿素ꎬ 一方面是由于控释肥的成本还较高ꎬ 控释肥料价格一般比普通氮肥价格高 ２ ~ ９
倍[１２￣１３] ꎬ 全部使用经济效益不佳ꎻ 另一方面是由于田间生产中气候具有不确定性ꎬ 即作物生育

期气温和降水量年份之间各不相同ꎬ 而控释尿素的养分释放主要受水分和温度的影响[１４] ꎬ １００％
采用控释尿素一次性基施对稳定和提高玉米产量具有一定的风险ꎮ 采用一定比例的普通尿素与控

释尿素混合一次性基施则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ꎮ
玉米生长发育中吸收的氮素 ９０％ 以上为无机态氮 (硝态氮 ＋ 铵态氮)ꎮ 旱田土壤中无机态氮

以硝态氮为主ꎬ 生育期硝态氮含量适宜ꎬ 均衡供应ꎬ 有利于玉米对养分的需求ꎬ 然而过量的硝态

氮易于随水淋失ꎬ 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ꎮ 氮肥一次性基施会造成土壤残留硝态氮向下淋失ꎬ 降低

肥料利用率ꎬ 增加环境负担[１５] ꎮ 而缓释氮素释放较平稳ꎬ 对土壤速效氮向下运移的控制较好ꎬ
有利于减少氮素潜在的淋洗损失[１６] ꎮ 于淑芳等[１７]研究结果表明ꎬ 小麦、 玉米轮作制中施用控释

肥ꎬ 在保证耕层养分供应的情况下可以明显减少氮肥向土壤深层移动的数量ꎮ 本试验研究表明ꎬ
在玉米收获期ꎬ ０ ~ ２０ ｃｍ 和 ２０ ~ ４０ ｃｍ 基本表现为控释尿素处理土壤硝态氮含量高于普通尿素

处理ꎬ 而 ４０ ~ ６０ ｃｍ 和 ６０ ~ ８０ ｃｍ 土层则表现为普通尿素处理土壤残留硝态氮显著大于控释尿素

处理ꎮ 说明ꎬ 控释尿素的施用能够提高耕层土壤的供氮能力ꎬ 而降低硝态氮在向深层土壤的淋失

量ꎬ 这一研究结果与于淑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４　 结论

在相同磷、 钾肥水平上ꎬ 春玉米产量、 植株氮素吸收量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ꎮ ４０％ 普

通尿素氮肥 ＋ ６０％ 控释尿素做基肥与普通尿素氮肥 ４０％ 基肥 ＋ ６０％ 追肥相比ꎬ 玉米产量、 植株

吸氮量、 氮肥表观利用率、 氮农学效率均相差不多ꎮ
在相同氮素施用水平下 (１００％ 、 ７５％ 、 ５０％ 氮肥用量)ꎬ 基施控释尿素比基施普通尿素玉

米产量平均分别增加 ３４４ ｋｇ / ｈｍ２、 ２２７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３４５ ｋｇ / ｈｍ２ꎻ 氮肥表观利用率分别提高 ５ ９％ 、
４ ９％ 和 ５ １％ ꎻ 氮肥农学效率分别提高 ２ ０ ｋｇ / ｋｇ、 ２ ６ ｋｇ / ｋｇ 和 ２ ６ ｋｇ / ｋｇꎮ

收获期控释尿素单独施用或与普通尿素按 ４６ 混合搭配增加了 ０ ~ ４０ ｃｍ 土壤供氮能力ꎬ 降

低硝态氮向深层土壤淋失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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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机肥资源与利用

李书田１ꎬ２ ∗ꎬ 刘晓永１

( 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２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北京办事处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弄清我国有机肥养分资源现状对其在农业生产中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至关重要ꎮ 本研究是在省级水平

上估算我国不同有机肥资源的养分供应潜力和有效还田数量ꎮ 中国有机肥资源丰富ꎬ 其氮磷钾养分量超过 ２０１３
年我国化肥的消费量ꎮ 然而ꎬ 在不同地区间合理收集处理、 运输和有效利用仍面临巨大挑战ꎮ 这些有机肥养分

资源是我国 ２０２０ 年化肥消费量零增长下的宝贵资源ꎬ 对减少化肥施用ꎬ 提高养分利用率具有重要影响ꎮ 今后的

重点应尽一切努力回收和有效利用目前未能利用的 ５０％ 甚至以上的有机肥资源ꎮ
关键词: 有机肥资源ꎻ 畜禽粪便ꎻ 秸秆ꎻ 潜力ꎻ 回田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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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２０２０ Ｅｖｅｒｙ ｅｆｆｏｒ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５０％ ｏｒ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ꎻ Ｍａｎｕｒｅꎻ Ｃｒｏｐ ｒｅｓｉｄｕｅꎻ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ꎻ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随着我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和畜牧业的发展ꎬ 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尿等有机废弃物增加ꎬ 加上

绿肥和人粪尿资源ꎬ 有机肥资源量巨大ꎮ ２０２０ 年中国政府要求化学肥料的消费不再增加ꎬ 而粮

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需要稳定增长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ꎬ 因此ꎬ 有机肥资源就是理想的养分资

源ꎬ 既能替代部分化肥ꎬ 提高肥料养分的利用效率ꎬ 还能培肥地力ꎬ 提高农产品品质ꎬ 消除有机

废弃物对环境的不良影响ꎮ 弄清我国有机肥养分资源潜力和利用现状对其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以

及估算我国农业系统中养分投入 / 产出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据估算ꎬ 我国畜禽粪尿资源量达 ３１ 亿吨ꎬ 理论上可提供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养分分别为

１ ５１０ 万吨、 ８８０ 万吨、 １ ６２０万吨ꎬ 有 １８ 个省 (或市) 氮磷钾总量超过 １００ 万吨ꎬ 其中ꎬ 四川、
河南、 山东最高ꎬ 分别为 ４２２ 万吨、 ２９８ 万吨、 ２５５ 万吨ꎮ 全国畜禽粪尿氮磷钾养分总量是 ２０１３

５２３

第 ５ 章　 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 ∗通信作者: 李书田ꎬ Ｅ￣ｍａｉｌ: ｓｌｉ＠ ｉｐｎｉ. ｎｅｔ



年全国化肥消费量 (５ ９１２万吨) 的 ６７ ７％ ꎮ 然而ꎬ 考虑有效还田率和收集、 储存、 处理中的养

分损失ꎬ 真正返还农田的氮磷钾养分分别为 ４８３ 万吨 Ｎꎬ ４９５ 万吨 Ｐ２Ｏ５ 和 ８３３ 万吨 Ｋ２Ｏꎬ 分别

占其资源量的 ３２ ０％ 、 ５６ ３％ 和 ５１ ４％ ꎬ 氮磷钾回田共计 １ ８１１万吨ꎬ 占 ２０１３ 年全国化肥消费

量的 ３０ ６％ ꎮ
人粪尿资源与人口有关ꎬ 经估算全国人粪尿约 １１ 亿吨ꎬ 可提供 ７０７ 万吨 Ｎ、 ２６７ 万吨 Ｐ２Ｏ５

和 ２４８ 万吨 Ｋ２Ｏꎬ 共计 １ ２２１万吨ꎮ 然而ꎬ 有效回田的养分只有 １３１ 万吨 Ｎ、 ７５ 万吨 Ｐ２Ｏ５ 和 ３９
万吨 Ｋ２Ｏꎬ 分别占资源量的 １８ ５％ 、 ２８％ 和 １５ ７％ ꎮ 人粪尿养分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华北和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大省ꎬ 以广东、 河南、 山东、 四川和江苏 ５ 省较多ꎮ
全国农作物秸秆资源 ９ ２５ 亿吨ꎬ 主要分布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ꎬ 可提供氮磷钾养分

２ ６４５ 万吨ꎬ 其中ꎬ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分别为 ９１６ 万吨、 ２８１ 万吨、 １４４８ 万吨ꎬ 以钾为主ꎮ 有 １３ 个

省市秸秆氮磷钾养分超过 １００ 万吨ꎬ 主要分布在东北、 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ꎮ 如今秸秆

还田数量不断增加ꎬ 特别在华北地区和南方省份ꎬ 而在东北和西北地区优于温度和水分的限制ꎬ
不利于秸秆腐解ꎬ 秸秆还田受限ꎮ 秸秆还田可以有效补充移走的钾ꎬ 节省钾肥投入ꎬ 降低生产成

本ꎬ 提高效益ꎮ 然而ꎬ 目前没有秸秆还田率的官方数据ꎬ 依据参考资料估算各省的秸秆还田情况

表明ꎬ 大约有 ３１１ 万吨 Ｎ、 １３７ 万吨 Ｐ２Ｏ５ 和 ７２４ 万吨 Ｋ２Ｏ 通过直接或焚烧后还田形式返还农田ꎬ
分别占秸秆氮磷钾资源量的 ３４ ０％ 、 ４８ ８％ 和 ５０ ０％ 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通过秸秆还田返还农田

的 Ｋ２Ｏ 数量相当于 ２０１３ 年化肥钾消费量的 ７７％ ꎮ 全国有 １２ 个省 (或市) 秸秆氮磷钾养分还田

量超过 ５０％ ꎬ 主要在华北和南方省份ꎮ
全国豆科绿肥资源达 ９３ ４ 万吨 (鲜重)ꎬ 按照其养分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养分含量 ０ ５０％ 、

０ １２６％ 和 ０ ５０４％ 计算ꎬ 绿肥氮磷钾养分资源为 １０６ 万吨ꎬ 其中ꎬ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养分分别为

４７ 万吨、 １２ 万吨、 ４７ 万吨ꎬ 显著低于畜禽粪尿和秸秆养分资源ꎮ 据估算ꎬ 大约有 ４９％ 的绿肥直

接回田ꎮ
不同地区间有机肥氮素资源差异很大ꎬ 东北地区有机肥氮素资源主要来源于畜禽粪尿

(４２ ２％ ) 和作物秸秆 (３９ ４％ )ꎬ 而在西北和西南地区有机肥氮主要来源于畜禽粪尿ꎬ 平均分

别占 ５４ ９％ 和 ６４ ０％ ꎮ 在华北、 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南地区除畜禽粪尿外ꎬ 秸秆和人粪尿氮素平

均占有机肥氮素总量的 ５８ ４％ 、 ６１ ２％ 和 ５２ ７％ ꎮ
对有机肥磷素来说ꎬ 所有省份有机肥磷素主要来源于畜禽粪尿ꎬ 在东北、 华北、 长江中下

游、 东南、 西南和西北地区平均分别有 ５６ ６％ 、 ５８ ４％ 、 ５４ ９％ 、 ６２ ３％ 、 ７２ ２％ 和 ６２ ３％ 的

有机肥磷来源于畜禽粪尿ꎮ
有机肥中钾素最多ꎬ 主要来源于畜禽粪尿和作物秸秆ꎮ 东北、 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省秸

秆钾平均占有机肥钾总量的 ５４ ４％ 、 ４８ ４％ 和 ５４ ０％ ꎬ 高于畜禽粪尿的贡献ꎮ 而在东南、 西南

和西北地区各省畜禽粪尿是有机肥钾的主要来源ꎬ 其平均比例分别为 ５０ ７％ 、 ６６ ９％ 和 ５５ ０％ ꎮ
总之ꎬ 我国有机肥资源量超过 ５０ 亿吨 (鲜重)ꎬ 可提供 ７ ９７０ 万吨氮磷钾养分ꎬ 包括

３ １７０ 万吨 Ｎ、 １ ４４０万吨 Ｐ２Ｏ５ 和 ３ ３６０万吨 Ｋ２Ｏꎮ 其中ꎬ 氮和磷的量于 ２０１３ 年的化肥消费量相

当ꎬ 而钾量是 ２０１３ 年钾肥消费量的 ４ 倍左右ꎮ 有机肥养分资源前三的省份是四川、 河南和山东ꎬ
其有机肥氮磷钾养分总量分别超过 ５００ 万吨ꎬ 各省不同有机肥源对有机肥养分的贡献具有很大差

异ꎬ 畜禽粪尿的贡献率为 ２８ １％ ~ ９６ ５％ ꎬ 平均 ４９ ６％ ꎻ 秸秆为 ２ ３％ ~ ５５ ６％ ꎬ 平均 ３０ ８％ ꎻ
人粪尿占 １ ２％~ ４８ ０％ ꎬ 平均 １８ １％ ꎻ 绿肥小于 ５％ ꎬ 平均 １ ５２％ ꎮ 这些有机肥养分资源通过

合理利用可以替代部分化肥ꎬ 尤其钾肥的施用ꎬ 但如果施用不当或废弃会对环境和水体构成

威胁ꎮ
有机肥养分的有效回田数量与其资源量一样各省间差异较大ꎬ 各省有机肥养分回田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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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万 ~ ９２ 万吨 Ｎ、 ３ 万 ~ ６６ 万吨 Ｐ２Ｏ５、 ５ 万 ~ １４１ 万吨 Ｋ２Ｏꎬ 回田率分别为资源量的 １７ ８％ ~
３８ ５％ 、 ３９ １％~ ６４ １％ 和 ３７ １％~ ６１ ７％ ꎻ 全国回田量总计 ９４８ 万吨、 ７１３ 万吨和 １６１９ 万吨ꎬ
回田率平均为 ２９ ５％ 、 ４９ ２％ 和 ４７ ９％ ꎮ 表明还有 １ / ２ 以上的有机养分资源没有还田利用ꎬ 需

要增加还田率ꎬ 与化肥配合合理施用ꎬ 需要科研和政策支持ꎮ
还田的有机肥养分中各种有机肥来源的贡献率不同地区差异很大ꎬ 畜禽粪尿的贡献率为

２７ ９％~ ９９ １％ ꎬ 平均 ５６ ３％ ꎻ 秸秆 ０ ４％~ ５９ ６％ ꎬ 平均 ３２ ７％ ꎻ 人粪尿 ０ ５％~ ２３ ０％ ꎬ 平均

９ ０％ ꎻ 绿肥 １０％ 以下ꎬ 平均 ２ ０％ ꎮ
有机肥料的施用并非越多越好ꎬ 需要考虑其养分尤其氮素的当季有效性ꎬ 替代化肥时要考虑

替代率和替代当量以及有机无机肥料的最佳配比ꎮ 此外ꎬ 有机肥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也会对土壤和

农产品构成环境风险ꎮ 因此ꎬ 有机肥料的用量应该依据土壤性质、 作物种类和有机肥重金属含量

综合考虑而确定ꎮ 实践证明ꎬ 有机肥可以替代部分化肥ꎬ 减少化肥用量ꎬ 提高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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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土有机肥替代化肥提高玉米产量和改良土壤肥力∗

谢　 军１∗∗ꎬ 赵亚南１ꎬ 黄兴成１ꎬ 李丹萍１ꎬ 徐春丽１ꎬ 王　 珂１ꎬ 张跃强１ꎬ２ꎬ 石孝均１ꎬ２∗∗∗

( １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６ꎻ２ 国家紫色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站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６)

摘　 要: 研究紫色上长期有机肥替代化肥对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的影响ꎬ 为建立合理施肥模式ꎬ 提高粮食产量、
培肥土壤和合理利用资源提供科学依据ꎮ 以国家紫色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站渗漏池 ７ 年的试验为基础ꎬ 分析

了 ５ 种不同的施肥模式 (不施肥对照 ＣＫ、 常规施肥 ＣＴ、 优化施肥 ＯＰ、 施用有机肥 ＯＭ、 有机肥替代 ５０％ 氮肥

ＭＦ) 对玉米产量和土壤肥力指标的影响ꎮ ４ 种施肥模式 ７ 年玉米平均产量均显著高于 ＣＫ 处理ꎬ 增产率为

９７ ７％~ １３１ ７％ ꎬ 其中 ＭＦ 处理效果最好ꎻ ＭＦ 处理比 ＣＴ 处理提高玉米产量 １７ ２％ ꎮ ＣＫ 处理的玉米产量变异系

数最大ꎬ 可持续指数最小ꎬ 分别为 ３６ ４％ 和 ０ ４４２ꎻ 各施肥模式均比 ＣＫ 降低了玉米产量变异系数ꎬ 提高了可持

续指数ꎬ 其中的 ＭＦ 效果最好ꎬ 分别为 ８ ８％ 和 ０ ８０５ꎮ 长期不施肥土壤肥力下降ꎬ ＣＴ 和 ＯＰ 处理可维持土壤有

机质、 土壤全氮、 土壤全磷和土壤速效养分ꎬ 但导致土壤 ｐＨ 下降ꎬ 土壤由中性变化酸性ꎻ ＯＭ 和 ＭＦ 进一步提

高了土壤有机质和各养分含量ꎬ 且土壤的 ｐＨ 有所增加ꎬ ＯＭ 效果比 ＭＦ 更显著ꎮ 相关分析表明ꎬ 玉米产量与土

壤有机质、 全氮和全磷存在线性加平台的关系ꎬ 土壤有机质、 全氮和全磷为 ２２ ４９ ｇ / ｋｇ、 ２ ２２ ｇ / ｋｇ 和 １ ２３ ｇ / ｋｇ
时ꎬ 玉米产量达到平台期ꎻ 玉米产量与土壤全钾之间关系不显著ꎮ 紫色土上长期有机肥替代化肥可促进玉米高

产稳产ꎬ 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各养分含量ꎬ 改善土壤肥力ꎬ 并避免施用化肥导致的土壤酸化现象ꎬ 因此ꎬ 有机肥

替代化肥对于提高作物产量、 培肥土壤、 减少化肥投入具有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 长期施肥ꎻ 有机肥ꎻ 玉米产量ꎻ 产量可持续性指数ꎻ 土壤肥力ꎻ 紫色土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ｕｒｐｌｅ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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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长期不同施肥对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的影响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ꎬ 国内外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ꎮ Ｍａｎｎａ[１]和 Ｆａｎ 等[２]研究表明长期施用化肥下作物产量呈逐渐下降

趋势ꎬ Ｌｉｔｈｏｕｒｇｉｄｉｓ 等[３]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施肥间产量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ꎮ 王道中[４] 等研究

发现ꎬ 与单施化肥相比ꎬ 有机肥与无机肥配施能提高作物产量ꎬ 增强产量稳定性ꎬ 促进作物高产

稳产ꎮ 冀建华等[５]研究表明ꎬ 有机无机配施可促进双季稻高产稳产ꎬ 维持系统的可持续性ꎮ 侯

红乾等[６]的研究表明ꎬ 红壤稻田系统增产和稳定性均以有机无机配施最好ꎮ 崔喜安等[７] 发现长

期施肥使暗棕壤有机质含量呈下降趋势ꎬ 施用有机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控制土壤有机质含量

的降低ꎬ 而且有机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控制土壤的酸化ꎮ 曾玲玲等[８] 的研究结果表明ꎬ 长

期不同施肥均能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 全磷、 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ꎬ 但白浆土的全氮以及碱解氮

含量则表现出降低趋势ꎬ 导致土壤氮素养分库的匮乏ꎮ 紫色土是在热带、 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紫色

母岩发育形成的岩性土ꎬ 具有发育浅、 风化程度低、 有机质含量低等特点[９] ꎮ 我国有机肥资源

丰富ꎬ 蕴藏着巨大的养分资源ꎬ 但这些有机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ꎬ 如大量秸秆被丢弃和

焚烧ꎬ 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１０] ꎮ 此外ꎬ 我国也普遍存在着化肥过量施用导致环境污染的

问题[１１] ꎬ 因此ꎬ 有机肥替代化肥可能是未来农业生产中减少化肥施用和保护环境的重要生产模

式ꎮ 然而ꎬ 有机肥替代化肥对作物产量及产量可持续性和土壤肥力的影响仍有待于检验ꎮ 本研究

基于紫色土 ７ 年的定位施肥试验ꎬ 分析了长期有机肥替代化肥对玉米产量、 产量稳定性、 可持续

性和土壤肥力的影响ꎬ 以期为西南紫色土地区合理施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点概况

长期定位试验位于国家紫色土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站 (Ｅ １０６°２６′ꎬ Ｎ ３０°２６′) 渗漏池中开

展ꎮ 该监测站海拔 ２６６ ３ ｍꎬ 年平均气温 １８ ３℃ ꎬ 年均降水量 １ １１５ ３ ｍｍꎮ 供试土壤采用西南

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中性紫色土ꎬ 为侏罗系沙溪庙组紫色沙页岩母质上发育的灰棕紫泥ꎬ 质地为重

壤ꎮ 试验前土壤的基本性质: ｐＨ 值为 ６ ５６ (土水比 １２ ５)ꎬ 有机质含量 １６ ２０ ｇ / ｋｇꎬ 全氮、
全磷ꎬ 全钾含量分别为 ０ ８６ ｇ / ｋｇ、 １ ０１ ｇ / ｋｇ、 １６ ９６ ｇ / ｋｇꎮ 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含量分别

为 １１０ ０ ｍｇ / ｋｇ、 ２１ ４ ｍｇ / ｋｇ、 ９５ ５ ｍｇ / ｋｇꎮ
１ ２　 试验设计

定位试验开始于 ２００７ 年ꎬ 种植制度为玉米—蔬菜轮作ꎬ 蔬菜为冬季填闲作物ꎮ 本试验选用

５ 个施肥处理: 不施肥对照 ( ＣＫ)ꎻ 常规施肥 ( ＣＴ)ꎻ 优化施肥 ( ＯＰ)ꎻ 有机肥完全替代化肥

(ＯＭ)ꎻ 有机肥替代 ５０％ 氮肥 (ＭＦ)ꎮ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 小区随机排列ꎬ 小区面积 １ ５ ｍ２ꎮ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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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种类是尿素、 磷酸二氢钾、 硫酸钾和鸡粪有机肥ꎬ 其中ꎬ 鸡粪有机肥、 磷肥、 钾肥作为基肥一

次施用ꎻ 氮肥分 ３ 次施用ꎬ ３０％ 为基肥ꎬ ３０％ 为玉米返青肥ꎬ ４０％ 在玉米结穗期施用ꎮ 肥料施用

量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不同处理肥料施用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纯养分用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ｋｇ / ｈｍ２ )

化肥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有机肥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Ｎ

对照 ＣＫ ０ ０ ０ ０
常规施肥 ＣＴ ２２５ ９０ ０ ０
优化施肥 ＯＰ １８０ ９０ ９０ ０
有机肥 ＯＭ ０ ０ ０ １８０

有机替代 ＭＦ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１ ３　 取样及测定

每季玉米收获时ꎬ 分小区将玉米植株齐地收割ꎬ 玉米脱粒后风干测产换算为含水量为 １４％
时的产量ꎮ ２０１４ 年玉米收获后ꎬ 每个小区随机采用 ５ 点ꎬ 取 ０ ~ ２０ ｃｍ 的表层土混匀ꎬ 风干过筛

后测定土样的理化性质[１２] : 土壤 ｐＨ 用 ｐＨ 计测定ꎻ 有机质用 Ｋ２Ｃｒ２Ｏ４—Ｈ２ＳＯ４ 氧化法测定ꎻ 土

壤全 Ｎ 用半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ꎻ 土壤全 Ｐ 用氢氧化钠碱熔—钼锑抗比色法测定ꎻ 土壤全 Ｋ 用

ＮａＯＨ 熔融—火焰光度计测定ꎻ 碱解氮用碱解扩散法ꎻ 有效磷用 Ｏｌｓｅｎ 法ꎻ 速效钾用 ＮＨ４Ａｃ 浸

提—火焰光度计法ꎮ
１ 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作物产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用产量的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ꎬ ＣＶ) [１３] 和可持续性

指数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ｄｅｘꎬ ＳＹＩ) [１]评价ꎬ ＣＶ 越大说明产量稳定性越低ꎬ ＳＹＩ 越大ꎬ 系统的可

持续性越好ꎮ 计算方法如下:
ＣＶ ＝ σ / Ｙ

ＳＹＩ ＝ (Ｙ￣σ) / Ｙｍａｘ

式中ꎬ σ 为产量标准差 (ｋｇ / ｈｍ２)ꎬ Ｙ 为产量平均数 (ｋｇ / ｈｍ２)ꎬ Ｙｍａｘ为该处理不同年份中的

最高产量 (ｋｇ / ｈｍ２)ꎮ
试验数据处理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ＳＡＳ 和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软件中进行ꎬ 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性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检验ꎬ ＬＳＤ 法进行多重比较ꎬ 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０５ 和 ０ ０１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施肥模式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图 １ 显示了不同施肥模式下玉米产量的演变趋势ꎬ 可以看出玉米产量随着试验年份呈现出波

动性ꎬ 各处理变化趋势一致ꎬ 可能主要由气候因素导致ꎬ 但 ＭＦ 处理玉米产量一直高于其他处

理ꎬ 而 ＣＫ 处理始终最低ꎮ 由表 ２ 可知ꎬ 各处理 ７ 年的产量从大到小依次为 ＭＦ > ＯＰ > ＯＭ > ＣＴ >
ＣＫꎬ 表明有机替代能够提高玉米的产量ꎮ 相比 ＣＫ 而言ꎬ 有机替代处理 ７ 年的增产率为

１３１ ７％ ꎬ 优化施肥的增产率为 １０６ ５％ ꎬ ＯＭ 处理的增产率为 ９８ １％ ꎬ 常规施肥的增产率为

９７ ７％ ꎮ 四种施肥措施中ꎬ 常规施肥投入了更多的氮肥ꎬ 但玉米产量低于其他处理ꎬ 表明增施氮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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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不能进一步提高玉米产量ꎮ 相比常规施肥ꎬ 有机替代处理的增产率为 １７ ２％ ꎬ 优化施肥的增

产率为 ４ ５％ ꎮ

图 １　 玉米产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不同处理之间的玉米产量的变异系数和可持续指数存在着差别 (表 ２)ꎬ ＣＫ 的变异系数最

大ꎬ 达 ３６ ４％ ꎬ 因此玉米产量的稳定性最差ꎮ 相比 ＣＫ 处理ꎬ ＭＦ、 ＯＰ、 ＣＴ 和 ＯＭ 处理的变异系

数分别下降了 ２７ ６％ 、 １８ １％ 、 １８ ５ 和 １７ ３％ ꎬ 有机替代的下降幅度最大ꎬ 表明有机替代明显

增加了玉米产量的稳定性ꎬ 有机替代能明显增加产量的稳定性ꎮ 不同处理的 ＳＹＩ 值从大到小依次

为 ＭＦ > ＯＰ > ＣＴ > ＯＭ > ＣＫꎮ ＣＫ 的产量可持续性指数最低ꎬ 仅为 ０ ４４２ꎬ 玉米产量的可持续性最

差ꎮ 优化施肥的 ＳＹＩ 值为 ０ ６８３ꎬ 表明优化施肥也能提升玉米产量的可持续性ꎮ ＭＦ 的 ＳＹＩ 值高

于其他施肥处理ꎬ 表明有机替代能明显增加玉米产量的可持续性ꎮ

表 ２　 长期施肥下玉米产量、 变异系数和可持续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ꎬ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ｄｅｘ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平均产量 Ｍｅａｎ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 变异系数 ＣＶ (％ ) 可持续性指数 ＳＹＩ

对照 ＣＫ ４ ９９１ｂ ３６ ４ ０ ４４２
常规施肥 ＣＴ ９ ８６６ａ １７ ９ ０ ６６５
优化施肥 ＯＰ １０ ３０６ａ １８ ３ ０ ６８３
有机肥 ＯＭ ９ ８８５ａ １９ １ ０ ６３４

有机替代 ＭＦ １１ ５６４ａ ８ ８ ０ ８０５

　 　 注: 各列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 (Ｐ < ０ ０５)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Ｐ < ０ ０５)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２　 不同施肥模式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长期不同施肥措施下紫色土的肥力发生变化 (表 ３)ꎮ 与初始土壤相比ꎬ ＣＫ 处理土壤 ｐＨ 有

所下降ꎬ 而常规施肥和优化施肥两个仅施用化肥的处理土壤 ｐＨ 下降至 ５ ０ 以下ꎬ 土壤发生了酸

化现象ꎮ ＯＭ 和 ＭＦ 的 ｐＨ 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ꎬ 表明施用有机肥或有机替代能够缓解施用化肥

导致的土壤酸化现象ꎮ 长期不施肥处理的土壤有机质下降了 ２２ ０％ ꎬ 优化施肥处理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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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３％ ꎬ 常规施肥后土壤有机质没有发生变化ꎬ ＯＭ 和 ＭＦ 处理土壤有机质相比试验前提高了

２９ ０％~ ４５ ９％ ꎮ 除 ＣＫ 处理外ꎬ 其他处理均能提高土壤全 Ｎ 的含量ꎬ 施用有机肥提高土壤全 Ｎ
４８ ８％~ １３０ ２％ ꎬ 常规施肥和优化施肥的土壤全 Ｎ 含量变化不大ꎮ 施用有机肥能够提高土壤中

全 Ｐ 的含量ꎬ 其余处理全 Ｐ 含量变化不大ꎮ 除 ＯＭ 外ꎬ 其余处理的全 Ｋ 含量均有所下降ꎮ 不同

施肥对土壤碱解氮的影响与全氮相似ꎬ ＯＭ 处理提升最为明显ꎬ 达 ５１ ２％ ꎮ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能

够提高土壤中有效 Ｐ 的含量ꎬ 其中 ＯＭ 处理提升最为明显ꎮ 施用有机肥提高土壤速效 Ｋ 含量

１０８ ３％~ ２９７ ６％ ꎮ

表 ３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耕层养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ｐｓｏｉｌ (０ －２０ ｃｍ)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Ｈ

有机质
ＳＯＭ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Ｎ

(ｇ / ｋｇ)

全磷
ＴＰ

(ｇ / ｋｇ)

全钾
ＴＫ

(ｇ / ｋｇ)

碱解氮
ＡＮ

(ｍｇ / ｋｇ)

有效磷
Ｏｌｓｅｎ￣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Ｋ

(ｍｇ / ｋｇ)
对照 ＣＫ ６ １９ｂ １２ ６３ｂ ０ ７２ｃ ０ ７８ｃ １５ ７０ａ ９６ ９ｂ ２８ ８ｄ ７６ ０ｂ

常规施肥 ＣＴ ４ ８７ｃ １６ ２８ｂ ０ ８７ｂｃ ０ ９３ｂｃ １６ ４３ａ １３５ ３ａｂ ６６ ５ｃ ７８ ７ｂ
优化施肥 ＯＰ ４ ９３ｃ １４ ３７ｂ ０ ８９ｂｃ １ ０１ｂｃ １６ ７７ａ １０５ ０ｂ ６８ １ｃ ９２ ３ｂ
有机肥 ＯＭ ７ ３３ａ ２３ ６３ａ １ ９８ａ ２ １６ａ １７ ９７ａ １６６ ３ａ １５２ ４ａ ３７９ ７ａ

有机替代 ＭＦ ６ ６５ｂ ２０ ９０ａ １ ２８ｂ １ ３６ｂ １６ ８７ａ １３３ ６ａｂ ９３ ７ｂ １９９ ０ｂ

２ ３　 玉米产量与土壤全量养分的关系 (图 ２)
不同年份的玉米产量及其所对应的土壤全量指标的相关分析表明ꎬ 玉米产量与土壤有机质、

全氮和全磷之间的关系符合线性加平台的关系ꎮ 土壤有机质小于 ２２ ４９ ｇ / ｋｇ 时ꎬ 玉米产量随有

机质含量直线增加ꎬ 土壤有机质含量超过 ２２ ４９ ｇ / ｋｇ 时ꎬ 玉米的产量不再增加ꎮ 土壤全氮小于

２ ２２ ｇ / ｋｇ 时ꎬ 玉米产量呈直线增加ꎬ 土壤全氮超过 ２ ２２ ｇ / ｋｇ 时ꎬ 玉米的产量不再增加ꎮ 土壤

全磷小于 １ ２３ ｇ / ｋｇ 时ꎬ 玉米产量呈直线增加ꎬ 土壤全磷超过 １ ２３ ｇ / ｋｇ 时ꎬ 玉米的产量不再增

加ꎮ 玉米的产量与土壤全钾含量不符合线性加平台的关系ꎬ 也没有显著相关性ꎬ 可能是因为紫色

土壤钾素供应能力强ꎬ 土壤全钾含量不是玉米产量的限制因素ꎮ

３　 讨论

３ １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施肥措施下玉米产量为 ＭＦ > ＯＰ > ＯＭ > ＣＴ > ＣＫꎬ 优化施肥可保持玉米

高产ꎬ 常规施肥投入更多的 Ｎ 肥ꎬ 玉米却没有获得高产ꎬ 表明增施氮肥不能进一步提高玉米产

量ꎬ 这与林治安等[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ꎻ 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可维持甚至提高作物产量ꎬ 这与之

前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５￣１８] ꎮ 本研究发现ꎬ 有机替代能够明显降低作物产量的变异系数ꎬ 增加作物

产量的稳定性ꎬ 许多研究结果也表明化肥与有机肥配施能够显著提高玉米产量的稳定性[１９￣２１] ꎮ
不同处理的 ＳＹＩ 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ＭＦ > ＯＰ > ＣＴ > ＯＭ > ＣＫꎬ 表明有机替代提高了作物产量的可

持续性ꎬ 是一种理想的施肥方式ꎬ 这与高洪军等[２２] 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我国有机肥资源巨大且并

未得到充分利用ꎬ 因此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促进有机资源的开发对于我国粮食增产和资源有效利用

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３ ２　 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土壤肥力质量是评价土壤质量的核心ꎬ 是众多土壤肥力要素综合作用的反映ꎬ 在气候、 生产

技术等相对一致的区域内ꎬ 土壤肥力质量是影响土壤生产力的主要因素[２３] ꎮ 张电学等[２４] 的研究

结果表明ꎬ 采用有机肥 (物) 料配施化肥ꎬ 可明显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全量养分、 速效养分含量ꎮ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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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ꎬ 有机替代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 全 Ｎ、 全 Ｐ 及土壤速效养分的含量ꎮ 蔡泽江

等[２５]研究表明ꎬ 氮磷配施和氮磷钾配施红壤 ｐＨ 明显下降ꎬ 施用有机肥 (化学肥料配施有机肥

和单施有机肥) 后土壤 ｐＨ 保持稳定或较试验开始有所升高ꎬ 以单施有机肥处理 ｐＨ 升幅最大ꎮ
崔喜安[７]等研究表明ꎬ 长期施用有机肥可以有效地控制土壤 ｐＨ 的降低ꎬ 缓解土壤耕层的酸化程

度ꎮ 本研究中ꎬ 优化施肥和常规施肥会导致土壤严重酸化ꎬ 可能是因为施入土壤中的铵态氮肥超

过作物需要量ꎬ ＮＨ ＋
４ ￣Ｎ 硝化及硝酸根的淋洗导致[２６￣２７] ꎻ 施用有机肥或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可以

防止土壤酸化ꎬ 维持土壤质量ꎮ

图 ２　 玉米产量与土壤有机质、 全氮、 全磷和全钾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ｉｚ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ＯＭꎬ ＴＮꎬ ＴＰꎬ ａｎｄ ＴＫ

４　 结论

紫色土有机肥替代化肥可维持玉米高产稳产ꎬ 提高产量可持续性ꎮ 施用有机肥、 有机肥替代

５０％ 氮肥、 优化处理和常规施肥措施玉米产量比不施肥处理提高 ９７ ７％ ~ １３１ ７％ ꎬ 其中有机肥

替代 ５０％ 氮肥处理的玉米产量最高ꎮ 与不施肥相比ꎬ 各处理均降低了玉米产量的变异系数ꎬ 提

高了产量的可持续指数ꎬ 有机肥替代 ５０％ 氮肥处理效果最明显ꎮ
有机肥替代化肥可改善土壤肥力和土壤质量ꎮ 除有效磷外ꎬ 长期不施肥的土壤有机质和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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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含量不同程度下降ꎻ 长期施用化肥可维持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ꎬ 提高土壤有效磷含量ꎬ 但也

造成土壤严重酸化现象ꎻ 施用有机肥或有机肥替代 ５０％ 氮肥可避免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酸化ꎬ
并大幅度提高土壤各养分含量ꎬ 施用有机肥处理更明显ꎮ

玉米产量与土壤有机质、 土壤全氮和土壤全磷存在线性加平台的关系ꎬ 土壤有机质、 土壤全

氮和土壤全达到 ２２ ４９ ｇ / ｋｇ、 ２ ２２ ｇ / ｋｇ 和 １ ２３ ｇ / ｋｇ 时ꎬ 玉米能获得最大产量ꎬ 玉米产量与土壤

全钾之间关系不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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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性肥料用量和施用方法对
都市桂花苗圃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李在凤∗∗ꎬ 尹　 梅ꎬ 陈检锋ꎬ 王志远ꎬ 陈　 华ꎬ 付利波ꎬ 洪丽芳∗∗∗

( １ 大理州南涧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ꎬ 大理　 ６７５７００ꎻ
２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３１)

摘　 要: 都市苗圃产业的发展为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研究课题ꎮ 本文以都市桂花苗圃为试验对

象ꎬ 研究水溶性肥料不同施用量及施肥方式对苗圃不同土层土壤、 地下渗水和径流水面源污染物的影响ꎬ 为桂

花苗圃的灌溉施肥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供依据ꎮ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ꎬ 设置施肥方式采用滴施和喷施两种方式

下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８５％ 、 ＳＦ７０％ 和 ＳＦ５５％ 四种施肥水平ꎮ 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对苗圃不同土层土壤、 地下渗水及径流

水相关面源污染指标进行 ７ 次 (从 ３ 月到 ９ 月) 取样监测ꎮ 在相同施肥方式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处理中ꎬ ０ ~
３０ ｃｍ和 ３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土壤、 地下渗水和径流水中的农业面源污染物含量在用肥量减少 １５％~ ４５％ 的范围内随

着肥料用量减少而降低ꎻ 相同肥料用量不同施肥方式下ꎬ 滴施方式下的不同土层土壤、 地下渗水和径流水中的

的农业面源污染指标比习惯喷施低ꎮ 通过水溶性肥料不同施用量及施肥方式对桂花苗圃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研

究发现: 在保证桂花苗正常生长的前提下ꎬ 可以在习惯施肥 ２４０ Ｎ ｋｇ / ｈｍ２ 、 １６０ Ｐ２ Ｏ５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４８０ Ｋ２ Ｏ ｋｇ / ｈｍ２

的基础上减少用肥量 １５％~ ４５％ ꎬ 使桂花苗圃的面源污染负荷得到有效的控制ꎻ 滴施是水溶性肥料的较好施用方

式ꎬ 可以显著减少桂花苗圃的面源污染ꎮ
关键词: 水溶性肥料ꎻ 施用量ꎻ 施用方法ꎻ 桂花苗圃ꎻ 面源污染ꎻ 土壤ꎻ 地下渗水ꎻ 地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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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ｂａｎ Ｓｗｅｅｔ Ｓｃｅｎｔｅｄ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Ｎｕｒｓｅｒｙ∗

Ｌｉ Ｚａｉｆｅｎｇ∗∗ꎬ Ｙｉｎ Ｍｅｉꎬ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ｙｕａｎꎬ Ｃｈｅｎ Ｈｕａꎬ Ｆｕ Ｌｉｂｏꎬ Ｈｏｎｇ Ｌｉｆ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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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２０１２ＺＸ０７１０２ － ００３)ꎻ ＩＰＮＩ 云南项目 (ＹＮ － ２０１３)
∗∗第一作者: 李在凤ꎬ 农艺师ꎬ 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ꎮ Ｅ￣ｍａｉｌ: ３４４０６８２３７＠ ｑｑ. ｃｏｍ

∗∗∗通信作者: 洪丽芳ꎬ ｇｒｅｄｂｅａｎ＠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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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ｗｅｅｔ
ｓｃｅｎｔｅｄ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ꎬ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ｗｅｅｔ ｓｃｅｎｔｅｄ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ｎｕｒｓｅ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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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ｕｓ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ｗｅｅｔ ｓｃｅｎｔｅｄ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ｎｕｒｓｅ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ꎻ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ꎻ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ꎻ Ｓｗｅｅｔ ｓｃｅｎｔｅｄ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ｎｕｒｓｅｒｙꎻ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ꎻ Ｓｏｉｌꎻ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ꎻ Ｒｕｎｏｆｆ

近年来ꎬ 随着我国大力推进生态建设和城乡绿化ꎬ 加大了对绿化苗木产业的需求ꎬ 都市苗圃

种植业成为新型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云南园林苗木行业通过十多年的发展ꎬ 已具相当大的

产业规模[１] ꎮ 但普遍存在的盲目施肥和传统撒施、 喷施带来了严重的面源污染问题ꎬ 造成苗圃

土壤氮磷等养分盈余大、 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氮磷等可迁移污染物含量高ꎮ 而相关的研究严重滞

后ꎬ 缺乏相应的面源污染数据和控制技术ꎮ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Ｔｈｕｎｂ ) Ｌｏｕｒ ] 是木犀科木犀属的代表种ꎬ 我国传统十大名花

之一ꎬ 它以花具有浓馥香气及常年绿色而为人们喜爱并享誉古今中外ꎬ 桂花栽培在现代苗圃种植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ꎮ 水溶性肥料是我国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型肥料品种类型之一ꎮ 它能及时

补充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ꎬ 见效快ꎬ 效果好ꎬ 有利于实现水肥一体化ꎬ 节水、 节肥、 配方灵活ꎮ
水溶性肥料施用方式有喷施和滴施等[２￣５] ꎮ

为解决苗圃产业带来的农业面源及水体污染问题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在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镇

瓦角村对桂花地栽苗圃进行水溶性肥料用量和施用方式试验ꎮ 通过研究水溶性肥料不同用量和施

肥方式对地栽桂花苗圃土壤、 地下水以及地表径流中的面源污染物含量的影响ꎬ 为苗圃的科学施

肥提供试验数据ꎬ 为苗圃面源污染的控制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材料

试验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瓦角村连续实施ꎬ 试验地海拔为

１ ９３１ ｍꎮ 供试土壤为红壤ꎬ ０ ~ ３０ ｃｍ 土壤理化性状为总氮 １ ５８ ｇ / ｋｇꎬ 总磷 ０ ６２ ｇ / ｋｇꎬ 总钾

１３ ５０ ｇ / ｋｇꎬ 有机质 １９ ６５ ｇ / ｋｇꎬ 有效磷 ６ ７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钾 ６０ １ ｍｇ / ｋｇꎬ ｐＨ 值为 ６ ５７ꎻ ３０ ~
６０ ｃｍ土壤理化性状为总氮 １ ０８ ｇ / ｋｇꎬ 总磷 ０ ５１ ｇ / ｋｇꎬ 总钾 １２ ４０ ｇ / ｋｇꎬ 有机质 １７ ３５ ｇ / ｋｇꎬ 有

效磷 ６ １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钾 ５３ ６ ｍｇ / ｋｇꎬ ｐＨ 值为 ６ ５０ꎮ 供试水溶性肥料来自云天化集团ꎬ 肥料配

比为 １５￣１０￣３０￣ＴＥꎮ 供试苗圃选择都市栽种面积较大、 具有代表性的地栽桂花苗圃ꎮ
１ 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ꎬ 设 ８ 个处理ꎬ 其中 ＳＦ (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为水溶性肥料ꎬ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８５％ 、 ＳＦ７０％ 、 ＳＦ５５％ 分别代表 １００％ 、 ８５％ 、 ７０％ 和 ５５％ 四种施肥水平ꎬ 施肥方

式采用滴施和喷施ꎮ 小区面积为 ２０ ｍ２ (４ ｍ × ５ ｍ)ꎬ 重复 ３ 次ꎬ 共计 ２４ 个小区ꎮ ４—１０ 月地栽

桂花每月施肥一次ꎮ 每年水溶性肥料具体用量及施肥方式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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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水溶性肥料具体施用方式和用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方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Ｎ (ｋｇ / ｈｍ２ ) Ｐ２ Ｏ５ (ｋｇ / ｈｍ２ ) Ｋ２ Ｏ (ｋｇ / ｈｍ２ )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４０ １６０ ４８０
ＳＦ１０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４０ １６０ ４８０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４ １３６ ４０８

ＳＦ８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４ １３６ ４０８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６８ １１２ ３３６

ＳＦ７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６８ １１２ ３３６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３２ ８８ ２６４

ＳＦ５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３２ ８８ ２６４

１ 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土壤采样和测定: 每小区取代表性样点５ 个ꎬ 每点分别取０ ~３０ ｃｍ 和３０ ~６０ ｃｍ 土层样品ꎬ 同

一个小区的同层样品混合ꎮ 新鲜土样即时检测铵态氮 (纳氏试剂比色法)、 硝态氮 (紫外分光光度

法) 和含水量指标ꎮ 剩余土样风干后检测有机质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６—２００６)、 全氮 (土壤全氮测定法

ＮＹ / Ｔ ５３—１９８７)、 全磷 (土壤全磷测定法　 ＮＹ / Ｔ ８８—１９８８)、 有效磷 (参考文献 [６]) 等ꎮ
地下渗水中污染物的采样和测定项目: 在每个小区土层 ６０ ｃｍ 处埋置地下渗水取水器ꎬ 采集

其渗滤液ꎬ 分析其地下渗水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ＨＪ ５３５—２００９)、 硝酸盐氮 (酚二磺酸分

光光度法 ＧＢ ７４８０—１９８７)、 总氮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ＨＪ６３６—２０１２)、 水溶性总

磷 (过硫酸钾消解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１１８９３—８９)、 化学需氧量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ＨＪ / Ｔ ３９９—２００７)、 五日生化需氧量 (ＨＪ ５０５—２００９)、 悬浮物 (悬浮物的

测定　 重量法 ＧＢ １１９０１—８９)ꎮ
地表径流相关项目的采样和监测项目: 在每个处理周边挖径流水收集沟ꎮ 采样分析同地下

渗水ꎮ
取样频次: 每年取样频次 ７ 次ꎮ 旱季 (３—４ 月) 和雨季 (５—９ 月) 每月取样 １ 次ꎮ 各处理

每指标的 ７ 个测试数据取平均值进行当年数据统计分析ꎮ
每年 ９ 月测量并记载苗圃各处理桂花树的主干高度和胸径粗ꎮ

１ ４　 数据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ＰＳＳ 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ꎬ ３ 年试验结果为 ３ 组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和方法对土壤氮磷含量的影响

从表 ２ 可知ꎬ 滴施条件下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ꎬ 不同肥料用量处理中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效

磷和全磷含量均随施肥量的减少呈逐步降低趋势ꎮ ＳＦ５５％ 处理氨氮含量最低 (７ １ ｍｇ / ｋｇ)ꎬ 与

ＳＦ１００％ 达极显著水平ꎬ ＳＦ７０％ 和 ＳＦ５５％ 两处理氨氮含量与 ＳＦ８５％ 和 ＳＦ１００％ 处理差异达 ５％ 显

著水平ꎻ 硝态氮随肥料用量的减少减低显著ꎬ 其中ꎬ ＳＦ１００％ 和 ＳＦ８５％ 两处理硝态氮与 ＳＦ７０％ 和

ＳＦ５５％ 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ＳＦ５５％ 处理与其他处理相比ꎬ 全氮含量最低ꎬ 其差异与 ＳＦ１００％ 和

ＳＦ８５％ 相比ꎬ 差异达 １％ 极显著水平ꎮ 有效磷和全磷含量随水溶性肥料用量的减少而降低明显ꎬ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７０％ 和 ＳＦ５５％ 处理间有效磷含量差异达 １％ 极显著水平ꎬ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７０％ 和

ＳＦ５５％ 处理间全磷含量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ꎮ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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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施条件下ꎬ 不同肥料用量处理 ０ ~ ３０ ｃｍ 土壤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效磷和全磷有随施

肥量的减少而减少趋势ꎮ ＳＦ５５％ 处理下降最多 (６ ６ ｍｇ / ｋｇ)ꎬ 与其他处理间氨氮含量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ꎬ ＳＦ１００％ 和 ＳＦ５５％ 处理间硝态氮差异也达 ５％ 显著水平ꎬ ＳＦ５５％ 处理全氮与其他处理

间全氮含量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和 ＳＦ５５％ 处理间有效磷含量差异达 １％ 极显著水平ꎬ
ＳＦ５５％ 处理有效磷含量与其他处理含量达 ５％ 显著水平ꎬ ＳＦ１００％ 与 ＳＦ７０％ 和 ＳＦ５５％ 处理间全磷

含量达 １％ 极显著水平ꎮ
相同肥料用量条件下ꎬ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滴施和喷施方式处理比较ꎬ 滴施处理中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效磷和全磷的含量均有比喷施方式处理高的趋势ꎮ 其中ꎬ ＳＦ５５％ 条件下ꎬ 两施肥方式

土壤氨氮和全氮含量达 ５％ 显著水平ꎬ ＳＦ７０％ 和 ＳＦ５５％ 中滴施和喷施方式处理硝态氮含量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ꎮ

表 ２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不同施用方法对 ０ ~ ３０ ｃｍ 土壤氮磷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０ －３０ 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方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氨氮
Ａｍｉｎｏ￣Ｎ
(ｍｇ / ｋｇ)

硝态氮
ＮＯ －

３ ￣Ｎ
(ｍ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全磷
Ｔｏｔａｌ Ｐ
(ｇ / ｋｇ)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９ ４Ａａ ９ ７Ａａ １ ９６Ａａ １０ ５Ａａ ０ ９８Ａａ
ＳＦ１０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８ ６Ａａ ８ ６Ａａ １ ８７Ａａｂ ９ ６ＡＢａｂ ０ ９２ＡＢａｂ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８ ６ＡＢａ ８ ５ＡＢｂ １ ９１Ａａ ９ ８ＡＢａｂ ０ ８９ＡＢＣａｂｃ

ＳＦ８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 ７Ａａｂ ７ ７ＡＢａｂ １ ８２ＡＢａｂ ９ １Ｂｂｃ ０ ８３ＢＣＤｂｃｄ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８ １ＡＢａｂ ７ ７ＢＣｓｃ １ ８１ＡＢａｂ ９ １Ｂｂｃ ０ ８１ＢＣＤｃｄ

ＳＦ７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 ４Ａａ ７ ２ＡＢａｂ １ ７６ＡＢＣｂｃ ８ ６ＢＣｃｄ ０ ７６ＣＤＥｄｅ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 １Ｂｂ ７ １Ｃｃ １ ６５ＢＣｂｃ ７ ７ＣＤｄｅ ０ ６８ＤＥｅｆ

ＳＦ５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６ ６Ａｃ ６ ４Ｂｂ １ ６０Ｃｄ ７ ２Ｄｅ ０ ６４Ｅｆ

　 　 注: 大写字母代表 １％ 差异显著水平ꎬ 小写字母代表 ５％ 差异显著水平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１％ ａｎｄ ５％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ｌｏｗ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 滴施条件下不同肥料用量处理 ３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效

磷和全磷含量也随施肥量的减少而降低ꎮ ＳＦ１００％ 处理氨氮含量最高 (７ ２ ｍｇ / ｋｇ)ꎬ 较其他处理

达 ５％ 显著水平ꎬ ＳＦ１００％ 与 ＳＦ５５％ 处理硝态氮和全氮含量差异达 １％ 极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与

ＳＦ７０％和 ＳＦ５５％ 处理间有效磷含量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ꎬ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８５％ 和 ＳＦ７０％ 处理间全磷

含量差异达 ５％ 显著水平ꎮ
相同喷施条件下ꎬ 不同肥料用量处理 ３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中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效磷和全磷

含量随施肥量的减少而减少ꎮ ＳＦ５５％ 处理有机质含量与 ＳＦ１００％ 和 ＳＦ８５％ 差异达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与 ＳＦ５５％ 处理中氨氮、 硝态氮和全氮含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和 ＳＦ５５％ 处理间

有效磷含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ꎬ ４ 个不同用量处理间全磷含量差异均达显著水平ꎮ
相同水溶性肥料用量条件下ꎬ ３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不同滴施和喷施方式处理比较可以看出ꎬ 滴施

处理中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效磷和全磷的含量均比喷施方式处理的低ꎮ
２ ２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和方法对地下渗水污染物的影响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 滴施条件下ꎬ 不同肥料用量处理桂花苗圃地下渗水中氨氮、 硝酸盐氮、 总

氮、 水溶性总磷、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均随肥料用量减少而降低ꎮ ＳＦ１００％ 处理氨氮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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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其他用量处理比较达到显著水平ꎬ ４ 个不同用量处理间的硝酸盐氮达到极显著水平ꎬ ＳＦ７５％
和 ＳＦ５５％ 处理总氮含量与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８５％ 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处理中水溶性总磷含

量与其他 ３ 个减量处理差异达到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处理中总磷含量与其他 ３ 个减量处理差异达

到极显著水平ꎮ 不同用量处理间化学需氧量含量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ꎬ 五日生化需氧量含量差

异达到显著水平ꎬ 而处理间悬浮物含量差异不显著ꎮ

表 ３　 不同施肥处理不同施肥方法对 ３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土壤氮磷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３０ －６０ ｃ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方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氨氮
Ａｍｉｎｏ￣Ｎ
(ｍｇ / ｋｇ)

硝态氮
ＮＯ －

３ ￣Ｎ
(ｍ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全磷 Ｔｏｔａｌ Ｐ
(ｇ / ｋｇ)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 ２Ａａ ７ ３Ａａ １ ７０ＡＢＣａｂｃ ８ ５ＡＢａｂ ０ ８３Ａａｂ
ＳＦ１０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 ８Ａａ ７ ９Ａａ １ ７９Ａａ ９ ０Ａａ ０ ８７Ａａ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６ ７Ａａｂ ６ ６ＡＢａｂ １ ６６ＡＢＣＤｂｃｄ ７ ９ＡＢＣｂｃ ０ ７１ＢＣｃｄ

ＳＦ８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７ ２３ＡＢａ ７ ２ＡＢａｂ １ ７５ＡＢａｂ ８ ６ＡＢａｂ ０ ７８ＡＢｂｃ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６ ４Ａａｂ ６ １ＡＢｂｃ １ ６１ＢＣＤｃｄｅ ７ ２ＢＣＤｃｄ ０ ６１ＣＤｅｆ

ＳＦ７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６ ９ＡＢａｂ ６ ７ＡＢｂｃ １ ６８ＡＢＣｂｃｄ ８ ０ＡＢＣｂｃ ０ ６８ＢＣｄｅ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５ ７Ａｂ ５ ５Ｂｃ １ ５３Ｄｅ ６ ２Ｄｅ ０ ５３Ｄｆ

ＳＦ５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６ １Ｂｂ ６ ０Ｂｃ １ ５８ＣＤｄｅ ６ ７ＣＤｄｅ ０ ６０ＣＤｆ

喷施条件下ꎬ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处理桂花苗圃地下渗水中氨氮、 硝酸盐氮、 总氮、 水溶性

总磷、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随水溶性肥料用量减少而不同程度降低ꎮ 不同用量处理间氨

氮和硝酸盐氮含量差异达到显著水平ꎬ ＳＦ８５％ 处理和 ＳＦ７０％ 两处理总氮含量分别与 ＳＦ１００％ 和

ＳＦ５５％ 处理比较达到极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处理水溶性总磷含量与 ＳＦ５５％ 处理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ꎮ 不同用量处理间总磷、 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含量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ꎮ 处理间悬浮

物含量差异不显著ꎮ
相同水溶性肥料用量条件下ꎬ 不同施肥方式处理比较可以看出ꎬ 滴施处理中桂花苗圃地下渗

水中氨氮、 硝酸盐氮、 总氮、 水溶性总磷、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含量均比喷施方式处理

的含量低ꎮ 其中ꎬ 各个用量水平下滴施处理和喷施中氨氮、 硝酸盐氮含量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ꎬ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８５％ 和 ＳＦ７０％ 中滴施和喷施处理中的总氮含量差异达到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中滴施

处理和喷施处理中的总磷含量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ꎮ 各用量下滴施和喷施处理中的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悬浮物含量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ꎮ
２ ３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处理和方法对径流水污染物的影响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 滴施条件下ꎬ 不同肥料用量处理桂花苗圃径流水氨氮、 硝酸盐氮、 总氮、
水溶性总磷、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随水溶性肥料用量减少而降低ꎮ 各处理氨氮含量差异

达到 ５％ 显著水平ꎬ 硝酸盐氮、 总氮、 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差异达到 １％ 极显著水平ꎮ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８５％ 和 ＳＦ７０％ 处理间水溶性总磷差异达 １％ 极显著水平、 而总磷差异达到 ５％ 显著

水平ꎮ 处理间悬浮物含量差异不显著ꎮ
喷施条件下ꎬ 不同肥料用量处理桂花苗圃径流水中氨氮、 硝酸盐氮、 总氮、 水溶性总磷、 化

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随肥料用量减少而降低ꎮ 不同用量处理间氨氮、 硝酸盐氮和总氮含量

差异达到 １％ 极显著水平ꎮ 不同用量处理间水溶性总磷和总磷含量差异均达到 ５％ 显著水平ꎬ 不

同用量处理间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含量差异均达到 １％ 极显著水平ꎮ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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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不同施肥方式对地下渗水污染物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方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氨氮
Ａｍｉｎｏ￣Ｎ
(ｍｇ / Ｌ)

硝态氮
ＮＯ －

３ ￣Ｎ
(ｍｇ / Ｌ)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ｍｇ / Ｌ)

水溶性总磷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ｔｏｔａｌ Ｐ

(ｍｇ / Ｌ)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
(ｍｇ / Ｌ)

化学需
氧量 ＣＯＤ
(ｍｇ / Ｌ)

五日生化
需氧量

ＢＯＤ / ５Ｄ
(ｍｇ / Ｌ)

悬浮物
ＳＳ

(ｍｇ / Ｌ)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０ ８１Ｃｄ ６ ０Ａｂ ９ １Ｂｂ ０ １０７ＡＢｂ ０ ２６０ＡＢｂ ８ ８ＡＢｂ ３ ８６Ｂｂ ２１Ｂｃ

ＳＦ１０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 ４５Ａａ ６ ５Ａａ １０ ０Ａａ ０ １２５Ａａｂ ０ ２９８Ａａ ９ ４Ａａ ４ ３２Ａａ ６４Ａａ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０ ６９ＣＤｅｆ ５ ４Ｂｃ ８ １Ｃｄ ０ ０９４Ｂｃ ０ ２０９ＣＤｃｄ ７ ５Ｃｄ ３ ７０Ｂｃ ２０Ｂｃ

ＳＦ８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 ３１Ｂｂ ６ ０Ａｂ ８ ８ＢＣｂｃ ０ １０５ＡＢａｂ ０ ２４３ＢＣｂｃ ８ ２Ｂｃ ３ ８８Ｂｂ ５９Ａｂ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０ ６５Ｄｆ ３ ９Ｃｅ ７ １Ｄｅ ０ ０７６Ｂｂｃ ０ １６７Ｄｅ ６ ６Ｄｅ ３ ０４Ｄｅ ２１Ｂｃ

ＳＦ７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９Ｂｃ ４ ３Ｃｄ ８ ３ＢＣｃｄ ０ ０８６ＡＢｂｃ ０ １８３Ｄｄｅ ７ ４Ｃｄ ３ ３１Ｃｄ ６２Ａａｂ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０ ６２Ｄｆ ２ ９Ｄｇ ６ ６Ｄｅ ０ ０６６Ｂｃ ０ ０９０Ｅｆ ６ ０Ｅｆ ２ ４３Ｆｇ ２１Ｂｃ

ＳＦ５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０ ７４ＣＤｄｅ ３ ２Ｄｆ ７ ２Ｄｅ ０ ０７６Ｂｂｃ ０ １０８Ｅｆ ６ ７Ｄｅ ２ ７０Ｅｆ ６３Ａａｂ

　 　 Ｎｏｔ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ꎬ ＢＯＤꎻ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ｐｅｒ ｆｉｖｅ ｄａｙｓꎬ ＢＯＤ / ５Ｄꎻ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ｍａｔｔｅｒꎬ ＳＳ

相同肥料用量条件下ꎬ 滴施处理中桂花苗圃径流水中氨氮、 硝酸盐氮、 总氮、 水溶性总磷、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含量均比喷施方式处理的含量低ꎮ 各个用量水平下滴施处理和喷施

中氨氮、 硝酸盐氮含量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ꎬ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８５％ 和 ＳＦ７０％ 下滴施处理和喷施中总

氮、 水溶性总磷、 总磷、 五日生化需氧量含量差异达显著水平ꎮ 各个用量水平下滴施处理和喷施

中悬浮物含量差异达 １％ 极显著水平ꎮ
２ ４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处理和方法对桂花苗生长的影响

表 ６ 所示ꎬ ＳＦ１００％ 、 ＳＦ８５％ 、 ＳＦ７０％ 和 ＳＦ５５％ 用量下滴施和喷施处理间桂花苗主干、 胸径

的年生长量差异不大ꎮ 说明在习惯施肥 ２４０ Ｎ ｋｇ / ｈｍ２、 １６０ Ｐ２Ｏ５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４８０ Ｋ２Ｏ ｋｇ / ｈｍ２ 的基

础上减少用肥量 １５％~ ４５％ ꎬ 滴施和浇施各处理对桂花苗主干、 胸径的年生长量影响不大ꎮ

３　 讨论

相同施肥方式下ꎬ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处理 ０ ~ ３０ ｃｍ 和 ３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中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效磷和全磷的含量在用肥量减少 １５％~ ４５％ 的范围内随水溶性肥料用量的减少而有不同

程度的降低ꎬ 说明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对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指标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

效磷和全磷有较大影响ꎮ 在不影响桂花苗圃生长情况下ꎬ 降低水溶性肥料的用量 １５％~ ４５％ 可以

明显减少 ０ ~ ３０ ｃｍ 和 ３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中的氮磷面源污染物含量ꎮ
相同施肥方式下ꎬ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处理桂花苗圃地下渗水和径流水中氨氮、 硝酸盐氮、

总氮、 水溶性总磷、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在肥料用量减少 １５％~ ４５％ 的范围内随水溶性

肥料用量减少而降低明显ꎬ 且对桂花苗生长没有太大影响ꎮ 因此ꎬ 在不影响桂花苗圃生长情况

下ꎬ 减量施肥 １５％~ ４５％ 可以大大降低桂花苗圃地下渗水和径流水中的面源污染物含量ꎮ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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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水溶性肥料用量不同施肥方法对径流水污染物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方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氨氮
Ａｍｉｎｏ￣Ｎ
(ｍｇ / Ｌ)

硝态氮
ＮＯ －

３ ￣Ｎ
(ｍｇ / Ｌ)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
(ｍｇ / Ｌ)

水溶性总磷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ｔｏｔａｌ Ｐ

(ｍｇ / Ｌ)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
(ｍｇ / Ｌ)

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

(ｍｇ / Ｌ)

五日生化
需氧量

ＢＯＤ / ５Ｄ
(ｍｇ / Ｌ)

悬浮物
ＳＳ

(ｍｇ / Ｌ)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６４Ｂｂ １０ １３Ｂｂ １３ ８Ｂｂ ０ ３３７Ｂｂ ０ ５９６ＡＢｂ ２２ ０７ＡＢｂ ６ ４０ＡＢｂ ２８Ｂｂ

ＳＦ１０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８４Ａａ １１ ３０Ａａ １５ ３Ａａ ０ ４０７Ａａ ０ ６６８Ａａ ２４ ３３Ａａ ６ ８３Ａａ １２３Ａａ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４８Ｂｃ ９ ５２Ｃｃ １１ ６Ｃｄ ０ ２７０Ｃｃ ０ ４８７ＢＣｃ １８ ８９Ｃｃ ５ ４５ＣＤｄ ２８Ｂｂ

ＳＦ８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６１Ｂｂ ９ ８８ＢＣｂｃ １２ ３Ｃｃ ０ ３１８Ｃｂ ０ ５５５ＡＢｂ ２０ ３０ＢＣｂｃ ５ ９４ＢＣｃ １２５Ａａ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００Ｄｅ ７ ６９ＤＥｅ ８ ０Ｅｆ ０ ２１８ＤＥＦｄ ０ ３９１Ｃｄ １３ ６１ＤＥｅ ４ ８９ＥＦｅ ２６Ｂｂ

ＳＦ７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１９Ｃｄ ８ １４Ｄｄ ９ ０Ｄｅ ０ ２５８ＤＥｃ ０ ４５２ＢＣｃ １５ ９８Ｄｄ ５ ２１ＤＥｄ １２３Ａａ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 ７２Ｅｇ ６ ８２Ｆｆ ６ １Ｆｇ ０ １８６Ｆｄ ０ ３３９Ｃｄ １１ １２Ｅｆ ４ ２９Ｇｆ ２４Ｂｂ

ＳＦ５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 ９０Ｄｆ ７ ３１Ｅｇ ６ ８Ｆｇ ０ ２０６ＥＦｄ ０ ３７９Ｃｄ １２ ４７Ｅｅｆ ４ ５４ＦＧｆ １２７Ａａ

表 ６　 不同施肥处理对桂花苗生长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ｗｅｅｔ ｓｃｅｎｔｅｄ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施肥方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初始株高
Ｐｌａｎｔ
ｈｉｇｈ

(ｃｍ)

初始主干高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ｅｍ

ｈｉｇｈ
(ｃｍ)

初始胸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ｂｒｅａ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主干年生长
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ｔｅｍ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ｃｍ)

胸径年生长
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ｂｒｅａ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ｃｍ)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２ ３ Ａａ ８５ ６ Ａａｂ １ ２ Ａａ ２５ ６ Ａａ ０ ６ Ａａｂ
ＳＦ１０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１ ５ Ａａ ８５ ５ Ａａｂ １ ３ Ａａ ２５ ６ Ａａ ０ ７ Ａａ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３ １ Ａａ ８３ ４ Ａａｂ １ ２ Ａａ ２５ ８ Ａａ ０ ７ Ａａ

ＳＦ８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２ ３ Ａａ ８４ ８ Ａａｂ １ ５ Ａａ ２４ ７ Ａａ ０ ６ Ａａｂ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５ ７ Ａａ ８６ ２ Ａａ １ ４ Ａａ ２４ ７ Ａａ ０ ６ Ａａｂ

ＳＦ７０％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３ ２ Ａａ ８３ ５ Ａａｂ １ ３ Ａａ ２４ ９ Ａａ ０ ６ Ａａｂ
滴施 ｄｒｉｐ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２ ４ Ａａ ８２ ７ Ａａｂ １ ２ Ａａ ２４ ５ Ａａ ０ ５ Ａａｂ

ＳＦ５５％
喷施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２４ ６ Ａａ ８４ ３ Ａａｂ １ ３ Ａａ ２４ ３ Ａａ ０ ６ Ａａｂ

相同水溶性肥料用量、 不同施肥方式比较ꎬ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滴施处理中氨氮、 硝态氮、 全氮、
有效磷和全磷的含量均有比喷施方式处理的高的趋势ꎬ 而 ３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滴施处理中氨氮、 硝态

氮、 全氮、 有效磷和全磷的含量均比喷施方式处理的低ꎬ 说明滴施可以降低土壤氮磷向深层土壤

的迁移ꎮ
相同水溶性肥料用量、 不同施肥方式比较ꎬ 滴施处理中桂花苗圃地下渗水和径流水中氨氮、

硝酸盐氮、 总氮、 水溶性总磷、 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含量均比喷施方式处理的含量低ꎬ
２４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大部分处理差异达到显著以上ꎮ 滴施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桂花苗圃地下渗水和径流水中的面源污染

物含量ꎮ

４　 结论

保证桂花苗正常生长的前提下ꎬ 在习惯施肥 ２４０ Ｎ ｋｇ / ｈｍ２、 １６０ Ｐ２Ｏ５ｋｇ / ｈｍ２ 和 ４８０ Ｋ２Ｏ ｋｇ / ｈｍ２的

基础上减少用肥量 １５％~４５％ꎬ 可以降低桂花苗圃土壤、 地下渗水和径流水中的面源污染物含量ꎬ 减

少了桂花苗圃的面源污染ꎮ 滴施是水溶性肥料的最佳施用方式ꎬ 实现水肥一体化ꎬ 可以大大减少桂花

苗圃的面源污染ꎬ 并达到了节水节肥省力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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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ꎬ ｗｈｅｒ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ｇａｉ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 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ｃｔｏｒｓ ｍｕｓｔ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ｗｉｄｅ￣ｓｃａｌ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ｏｎ￣ｆａｒ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ꎻ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ꎻ Ｒｉｃｅꎻ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ｃｅｒｅａｌ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ｕｓｅ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ꎬ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ｗｉｔｈ ｕ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ｒｉｓｅ ｂｙ １ ４％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２０１８[１] .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 ｉｓ ｎｏｔ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 .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ｐｏｓｅｓ ａ ｈｕｇ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ｓ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ｄ

４４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ｙｇａｉｈｒｅ＠ ｉｆｄｃ ｏｒｇ



ｆａｒｍ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ꎬ ｗｉｔｈ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 ｃｏ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ｍ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 ＩＦＤＣ) ｈａｖｅ ｗｏｒｋ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ｒｅａ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ＵＤＰ)ꎬ ｕｒｅ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ｎｄ 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ＤＰ)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ｎ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ꎬ ｆａｒｍ ｐｒｏｆｉｔｓꎬ ａｎｄ ＮＵＥ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ꎻ ｉｎ ｓｈｏｒｔꎬ ｍｏｒｅ ｙ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３] . ＵＤＰ ｉｎ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 ｕｒｅａ) ｕｓｅ ｂｙ ２５ － ４０％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ｙｉｅｌｄ ｂｙ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１５ － ２０％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ＰＫ)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ｗ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４] . Ｓｉｎｃ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ｏｆｆ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ｗ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ｗｈｅｒｅ ＦＤ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ꎬ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ＦＤ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Ｗ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ｂｕｔ ｔ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ＦＤＰ￣ｉｆ ｓｐｕｒｒｅｄ ｔ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ｂ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ａｎ ｂ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ＮＵＥ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ａｒ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ｅｒｓ ( <２ ｈｍ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ＦＤ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ＩＦＤＣ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Ｅａｃｈ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ｗｈｏ ｏｗｎｓ ａ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ａｎｙ ｏｆ
ｗｈｏｍ ａｒ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ａｌｅｒ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 Ｍｔ ｐｅｒ ｄａ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ｔａｉｌｏｒ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ＦＤＰ ＦＤＰ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ａｒｍ ｐｒｏｆｉｔ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ｂｕｒｄｅｎ ＦＤＰ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ｕｎｏｆｆꎬ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３ꎬ５￣６] .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ｗｉｄｅｒ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ｍｏ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ｏｎ￣ｆａｒｍ ｄｅｅｐ￣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ꎬ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ｆ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ｏｎ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ｓ ２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２０％ ) [７] .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ｒｏｍ ＦＤＰ ｔｒｉａｌｓꎬ ｂｕ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８] .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ｕｄａｂｌ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 ｂｙ ２０２０
ｂｅｉｎｇ ａ ｐｒｉｍ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ＤＰ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ｇｏ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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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ｉ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ｓꎬ ＮＵＥ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ｐｒｉｌｌｅｄ ｕｒｅａ
(ＰＵ)ꎬ ｕｒｅａ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ＵＤ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ＮＰＫ).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 ＮＨ４ )ꎬ ａｍｍｏｎｉａ ( ＮＨ３ )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ｔ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Ｕ) ａｎ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ＲＲＩ). ＮＨ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ｉｄ ｔｒ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ꎬ Ｎ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ｃｌｏｓ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９]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ｅａ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ＰＫ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ｂｙ ｕｐ ｔｏ ３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ＰＵ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ｙ ( Ｂｏｒｏ ) ｓｅａｓｏｎ ( Ｔａｂｌｅ １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ｄｏｕ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ｖｅｒ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ＰＵ—ｇｉ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４ꎬ１０] .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Ｕ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ｒｙ (Ｂｏｒｏ)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ａｔ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Ｎ ｒａｔｅ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ｔ / ｈｍ２ )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Ｅ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Ｎ)

Ｂｏｒｏ ２０１３
ＰＵ ７８ ４ ５７ｂ １９ ７ｃ ３２ｂ
ＵＢ ７８ ６ ６６ａ ４６ ５ａ ６７ａ
ＮＰＫ ７８ ６ ４１ａ ４３ ３ａ ６５ａ
Ｂｏｒｏ ２０１４
ＰＵ １０４ ４ ８７ｂ ２８ ０６ｃ ３９ｃ
ＵＢ ７８ ６ ３１ａ ５５ ９３ａ ８２ａ
ＮＰＫ ７８ ４ ９５ｂ ３７ ０９ｂ ５９ｂ
Ｂｏｒｏ ２０１５
ＰＵ １０４ ４ ７３ｂ ２３ １ｂ ２９ｂ
ＵＢ ７８ ６ ４１ａ ５２ ４ａ ７８ａ
ＮＰＫ ７８ ６ ４０ａ ５０ ４ａ ６５ａ

　 　 Ｎｏｔ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ꎬ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ｏｎｅ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ＳＤ) ｔｅｓｔ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ｉｓ ａｔ １４％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ＥＮ ＝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ｇ ｇｒａｉｎ / ｋｇ Ｎ)ꎬ ＲＥＮ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Ｎ ｕｐｔａｋｅ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ꎬ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ꎬ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ｉｇ １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ＰＵ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ｉｎ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ｉｎ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ｄ
６４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Ｎ０ ｐｌｏｔ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ｓ ｉｎ ７￣１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ꎬ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ｌｏｓ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ꎬ ｔｈｅ ｎｅｇｌｉｇｉｂ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ｉｎ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Ｆｉｇ ２ａ).

Ｆｉｇ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ＮＨ４ ￣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０)ꎬ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ＰＵꎬ ｕｒｅａ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ＵＤＰ) ａｎｄ ＮＰＫ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Ｐ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１０４ ｋｇ Ｎ / ｈｍ２) ａｔ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ＲＲ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Ｂｏｒｏ) ２０１２

Ｎｏｔｅ: ＴＤ￣１ꎬ ＴＤ￣２ꎬ ＴＤ￣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ｅａ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ｄｏｎｅ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ｔｏｐ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ｅａ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ｅｐ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ａ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ｉｇ ２ｂ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ｒｙ (Ｂｏｒｏ) ｓｅａ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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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碱性材料改良酸性硫酸盐土壤的效果研究∗

易　 琼∗∗ꎬ 唐拴虎∗∗∗ꎬ 黄　 旭ꎬ 李　 苹ꎬ 张发宝ꎬ 杨少海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 农业部南方植物营养与肥料重点实验室 /

广东省养分资源循环利用与耕地保育重点实验室ꎬ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 采用盆栽试验研究了不同碱性材料 (石灰ꎬ 自研改良剂ꎬ 钙镁磷肥) 对酸性硫酸盐土壤主要障碍因子

的修复及其对水稻生长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ꎬ 不同碱性材料对土壤理化特性、 土壤养分有效性和水稻生长的影响

存在明显差异ꎮ 与 ＮＰＫ 处理相比ꎬ ＳＡＭ 与 ＣＭＰ１ 处理土壤 ｐＨ 增加了 １ ２５ 和 ０ ９２ 个单位ꎬ 土壤速效磷含量分别

增加了 ３ １ 倍和 ２ ６ 倍ꎬ 土壤有效铁、 有效锰、 交换性 Ｈ ＋ 、 Ａｌ３ ＋ 含量均大幅下降ꎮ ＳＡＭ 与 ＣＭＰ１ 处理通过提供

足够的有效磷并补充钙、 镁等元素ꎬ 有效改善了根系生长环境ꎬ 从而有效控制铁、 锰、 铝等元素向地上部转运ꎬ
进而对作物的生长起到促进作用ꎮ ＳＡＭ 和 ＣＭＰ１ 处理较 ＮＰＫ 处理有效促进了关键生育期水稻根系活力并显著增

加了水稻籽粒产量ꎬ 增幅分别达 １２１ １％ 和 １０５ １％ ꎮ 石灰效果次之ꎮ 综上ꎬ 初步认为碱性材料改良酸性硫酸盐

土壤的关键在于保证了充足有效磷的同时ꎬ 提高了土壤 ｐＨꎬ 降低了土壤金属的毒害ꎮ 本试验条件下ꎬ 钙镁磷肥

对修复和改良酸性硫酸盐土壤障碍因子效果非常明显ꎬ 但其成本是自研改良剂的 ３ 倍ꎬ 因此ꎬ 基于改良剂的成

本与长期适用性考虑ꎬ 自研改良剂可能是该类土壤改良的最佳选择ꎮ
关键词: 酸性硫酸盐土ꎻ 碱性材料ꎻ 障碍因子ꎻ 修复ꎻ 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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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硫酸盐土是一种富含黄铁矿的土壤ꎬ 在有氧条件下黄铁矿发生氧化反应生成硫酸ꎬ 土壤

耕作层以下的酸可通过毛细管作用上升至耕作层ꎬ 加剧土壤酸化[１] ꎮ 此类土壤主要分布在我国

东部沿海地区ꎬ 华南地区将酸性硫酸盐土壤发育的水稻土形象的称为 “反酸田” [２] ꎮ 广东省酸性

硫酸盐土壤分布面积约有 １ ０４ 万公顷ꎬ 占全省土壤面积的 ８ ０７％ [３] ꎮ 酸性硫酸盐土壤除酸性强

外ꎬ 有效磷含量极低且富含大量的铁、 铝、 锰等毒害元素ꎬ 导致土壤生产力水平低下ꎬ 并且严重

危害环境[４] ꎮ 因此ꎬ 探索酸性硫酸盐土壤低产低效机制并开发切实可行的改良措施或产品以消

除毒害离子的胁迫ꎬ 是现阶段酸性硫酸盐土壤研究的当务之急[５] ꎮ 以往试验研究表明ꎬ 富含有

效钙或磷的无机偏碱性矿物质在酸性土壤改良方面效果显著[６] ꎮ 为此ꎬ 本文以不同碱性物质为

材料ꎬ 探讨酸性硫酸盐土壤障碍因子消除及水稻植株对不同碱性材料的响应机制ꎬ 为更好的实现

酸性硫酸盐土土壤培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设计

盆栽试验于 ２０１３ 年在农科院网室内 ( Ｎ ２３ １５°ꎬ Ｅ １１３ ３６°) 开展ꎬ 试验共设 ６ 个处理

(表 １)ꎬ 各处理设 １６ 个重复 (部分用于生长期内进行破坏性取样分析)ꎬ 耕层水稻土混匀装盆ꎬ
每盆装土 ２ ｋｇꎮ 供试土壤属于砖红壤ꎬ 是典型酸性硫酸盐土壤ꎬ 采自台山冲蒌镇 ( Ｎ ２２ １５°ꎬ
Ｅ １１２ ４８°) 农民稻田ꎬ 基本理化性质: ｐＨ 值为 ４ ２１ꎬ 有机质 ２１ ７ ｇ / ｋｇꎬ 碱解氮 ２４０ ０ ｍｇ / ｋｇꎬ
有效磷 ８ ９５ ｍｇ / ｋｇꎬ 速效钾 １１３ ０ ｍｇ / ｋｇꎮ 供试品种为当地主栽水稻品种合丰占ꎬ 每盆移栽 １ 穴

(２ 株) 水稻秧苗ꎮ 石灰、 自研改良剂和钙镁磷肥这 ３ 种碱性材料作为酸性硫酸盐土壤改良物质ꎬ
用量均为 １０ ｇ / 盆ꎮ 供试肥料分别为尿素ꎬ 磷酸二铵和氯化钾ꎬ 各处理氮、 磷、 钾养分用量保持

一致ꎬ 分别按 ０ ２５ ｇ Ｎ / 盆ꎬ ０ ０７５ ｇ Ｐ２Ｏ５ / 盆ꎬ ０ ２ ｇ Ｋ２Ｏ / 盆施入 (处理 ５ 由于钙镁磷肥作为改

良剂含磷量较高ꎬ 因此不施磷)ꎬ 其中ꎬ 氮肥按基追比 ３２ 施用ꎬ 磷肥全部作基施ꎬ 钾肥基追

各半施入ꎬ 碱性材料与基肥在水稻移栽前与土壤充分混匀施入ꎬ 追肥以撒施的形式施入ꎮ 所有管

理措施包括病虫害治理ꎬ 水分管理尽量与大田保持一致ꎮ 水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移栽ꎬ ７ 月 ２５
日收获ꎬ 生长期为 １００ ｄꎮ
１ 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水稻成熟期各处理分别取 ３ 个重复计产ꎬ 并采取土样进行分析测定ꎮ 分别于水稻关键生育期

采取水稻植株样ꎬ 记录水稻植株根系分布特征及其活力ꎮ 土壤与地上部氮、 磷、 钾等指标均按照

常规方法测定[７] ꎬ 土壤 ｐＨ 采用电位法 (水土比为 ２ ５ １)ꎻ 土壤交换性酸、 Ａｌ３ ＋ 含量采用

１ ｍｏｌ / Ｌ ＫＣｌ 交换—中和滴定法ꎻ 土壤有效铁含量采用 ＤＴＰＡ 溶液浸提—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ꎬ
土壤有效硫含量采用磷酸盐浸提—硫酸钡比浊法测定ꎬ 土壤有效锰含量采用稀盐酸浸提—原子吸

收光谱法测定ꎬ 根系全铁、 全钙及全镁采用硝酸高氯酸消煮—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ꎬ 根系体积与

根系活力分别采用水位取代法和甲烯蓝吸附法进行测定[８] ꎮ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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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均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ＡＳ ９ 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ꎮ 采用邓肯氏 (Ｄｕｎｃａｎｓ) 法进行

多重比较ꎮ

表 １　 试验处理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具体内容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ＣＫ 不施肥 Ｎ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 ＮＰＫ 常规施肥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３ ＬＩＭＥ 石灰 (ｐＨ ＝ １２ ０) ＋ ＮＰＫ Ｌｉｍｅ ＋ ＮＰＫ

４ ＳＡＭ 自研改良剂 (ｐＨ ＝ ９ ６) ＋ ＮＰＫ ｓｅｌ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ｎｔ ＋ ＮＰＫ 理具体内
容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 ＣＭＰ１ 钙镁磷肥 (作改良剂ꎬ ｐＨ ＝ ８ ９) ＋ ＮＫ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ＮＫ

６ ＣＭＰ２
钙镁磷肥作磷肥处理 (与常规施肥处理磷用量相等) ＋ ＮＫ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ａｓ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ｎｔ ( Ｐ ｒａｔｅ 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 ＮＫ

　 　 注: 自研改良剂 ＳＡＭ 主要成分为石灰和白云石等复合材料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Ｍ ａｒｅ ｌｉｍｅꎬ ｄｏｌｏｌｉｔｅ ｅｔ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土壤酸度

土壤酸度是酸性硫酸盐土最重要、 最关键的理化性质之一ꎬ 其强度通常用 ｐＨ 表示ꎮ 由表 ２
可知ꎬ 添加不同碱性材料较常规施肥 (ＮＰＫ) 处理值显著增加了土壤 ｐＨꎬ 以石灰 (ＬＩＭＥ) 和自

研改良剂 (ＳＡＭ) 处理效果最明显ꎬ 分别较 ＮＰＫ 处理增加了 １ ３３ 和 １ ２５ꎮ 钙镁磷肥 (ＣＭＰ１)
处理效果次之ꎬ 较 ＮＰＫ 处理增加了 ０ ９２ꎮ 此外ꎬ 当钙镁磷肥作为磷源 (ＣＭＰ２) 处理ꎬ 其土壤

ｐＨ 与 ＮＰＫ 处理差异不显著ꎬ 表明等磷量的钙镁磷肥的添加对土壤 ｐＨ 的改善效果不佳ꎮ
土壤交换性酸是表征土壤酸度的另一指标ꎬ 是指土壤胶体吸附的氢、 铝离子所反映的潜性酸

量ꎮ 与 ＮＰＫ 处理比较ꎬ ＬＩＭＥ、 ＳＡＭ 和 ＣＭＰ１ 处理均显著降低了土壤溶液中交换性 Ｈ ＋ 和交换性

Ａｌ３ ＋ 含量ꎬ 降幅分别为 ９７ ６％ 、 ９５ ４％ 、 ９０ ２％ 和 ９９ ４％ 、 ９７ １％ 、 ９２ ０％ ꎬ 有效降低了土壤

酸害和铝毒ꎮ

表 ２　 不同碱性材料对酸性硫酸盐土壤 ｐＨ、 交换性 Ｈ ＋ 和 Ａｌ３ ＋ 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ｐＨꎬ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Ｈ ＋ ꎬ Ａｌ３ ＋ ｉｎ ａｃｉｄ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ｓｏｉｌ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Ｈ 交换性 Ｈ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Ｈ ＋

(ｃｍｏｌ / ｋｇ)
交换性 Ａｌ３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Ａｌ３ ＋

(ｃｍｏｌ / ｋｇ)
ＣＫ ４ ２６ ± ０ ０５ｄ ６ １２ ± ０ ５４ａ ５ ６５ ± ０ ５３ａ

ＮＰＫ ４ ３２ ± ０ ０３ｃｄ ５ ４１ ± ０ ２７ｂ ４ ８７ ± ０ ２５ｂ
ＬＩＭＥ ５ ６５ ± ０ １１ａ ０ １３ ± ０ ０４ｃ ０ ０３ ± ０ ０１ｃ
ＳＡＭ ５ ５７ ± ０ ０６ａ ０ ２５ ± ０ ０６ｃ ０ １４ ± ０ ０５ｃ
ＣＭＰ１ ５ ２４ ± ０ ０４ｂ ０ ５３ ± ０ １１ｃ ０ ３９ ± ０ １０ｃ
ＣＭＰ２ ４ ３７ ± ０ ０５ｃ ５ ０２ ± ０ ４３ｂ ４ ６２ ± ０ ４１ｂ

２ ２　 土壤与根系关键元素分布特征

与 ＣＫ 相比ꎬ ＮＰＫ 处理土壤速效磷、 有效锰、 铁、 硫含量和根系铁、 钙、 镁含量均未明显变

化 (表 ３)ꎮ ＳＡＭ 与 ＣＭＰ１ 处理土壤有效磷含量分别较 ＮＰＫ 增加了 ３ １ 倍和 ２ ６ 倍ꎮ 各碱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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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除外) 添加显著降低了土壤有效锰和有效铁含量ꎬ ＳＡＭ 与 ＣＭＰ１ 处理土壤有效铁和有效锰

含量较 ＮＰＫ 分别降低了 ６０ ８％ 和 ９０ ５％ 、 ２８ １％ 和 ３１ ８％ ꎬ 但对土壤有效硫的影响不明显ꎮ 与

ＮＰＫ 相比ꎬ ＳＡＭ 处理水稻根系钙含量增加最多ꎬ ＬＩＭＥ 与 ＣＭＰ１ 处理次之ꎮ ＳＡＭ、 ＣＭＰ１ 及 ＬＩＭＥ
处理还促进了根系对镁离子的吸收ꎬ 对土壤中铁的吸收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ꎬ 从而有效降低铁毒

的危害ꎮ 综上ꎬ ＳＡＭ 处理在改善土壤有效磷含量ꎬ 增加水稻根系钙、 镁含量ꎬ 降低土壤有效铁、
锰及根系全铁含量方面效果明显ꎮ

表 ３　 不同碱性材料对土壤与根系关键元素含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ｒｏｏ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土壤 Ｓｏｉｌ 根系 Ｒｏｏｔ

速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ｍｇ / ｋｇ)

有效锰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Ｍｎ

(ｍｇ / ｋｇ)

有效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ｅ

(ｍｇ / ｋｇ)

有效硫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
(ｍｇ / ｋｇ)

全铁
Ｔｏｔａｌ Ｆｅ
(ｇ / ｋｇ)

全钙
Ｔｏｔａｌ Ｃａ
(ｇ / ｋｇ)

全镁
Ｔｏｔａｌ Ｍｇ
(ｇ / ｋｇ)

ＣＫ ２ ９７ｄ １６ ０３ａ ９２５ ８３ｂ ４６６ ４７ａｂ ５０ ６５ａ １ ８７ｃｄ ０ ６６ｃ
ＮＰＫ ４ ８９ｃｄ １４ ７８ａ ９２３ ０６ｂ ４６３ ６１ａｂ ５２ ５９ａ １ ８７ｃｄ ０ ６３ｃ
ＬＩＭＥ ５ １１ｃｄ １２ ３９ａｂ １ １５０ ７５ａ ５４９ ３５ａ ２８ ７４ｃ ２ ５１ｂ ０ ９４ｂ
ＳＡＭ ２０ ０９ａ ５ ８０ｂ ６６３ ３１ｃ ４８３ ６２ａｂ ３７ ９３ｂ ３ １７ａ １ ０２ａｂ
ＣＭＰ１ １７ ３９ｂ １ ３５ｂ ６２９ ５０ｃ ４４６ ４６ｂ ３３ ６４ｂｃ ２ １５ｃ １ ０８ａ
ＣＭＰ２ ５ ８６ｃ １５ ４４ａ ６４０ ８８ｃ ４２２ １７ｂ ５０ ７９ａ １ ５０ｅ ０ ７０ｃ

２ ３　 水稻根系特征

根系的生长发育好坏和活力强弱直接关系着养分吸收利用效率的高低和地上部植株能否正常

生长发育ꎮ 移栽后 ４６ ｄ (分蘖盛期)ꎬ ＣＭＰ１ 处理根系体积和根干重均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ꎬ 且

其最大根长也处于较高水平 (表 ４)ꎮ 与 ＮＰＫ 处理相比ꎬ ＬＩＭＥ 与 ＳＡＭ 处理根干重显著增加ꎬ 但

其对水稻根系最大根长与根体积的影响不大ꎮ 至移栽后 ７８ ｄ (抽穗期)ꎬ ＳＡＭ 与 ＣＭＰ１ 处理显著

促进了根系生物量和根系体积的增加ꎮ

表 ４　 不同碱性材料对水稻不同生育期根系生长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ｒｏ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ｃ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移栽后 ４６ ｄ　 ４６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移栽后 ７８ ｄ　 ７８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最大根长
Ｍａｘ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根体积
Ｒｏｏ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ｍＬ / 株)

根干重
Ｒｏｏｔ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 / 株)

最大根长
Ｍａｘ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根体积
Ｒｏｏ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ｍＬ / 株)

根干重
Ｒｏｏｔ 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 / 株)

ＣＫ ２４ ５ａｂ １２ ８ｂ １ ０ｃ ２９ ２ａｂ １５ ０ｂ １ ７ｂｃ
ＮＰＫ ２４ ６ａｂ １２ ０ｂ １ ２ｃ ３３ ５ａ １９ ０ｂ １ ７ｂｃ
ＬＩＭＥ ２４ ３ａｂ １８ ３ｂ ２ ３ｂ ３５ ３ａ １９ ７ｂ ２ ３ｂ
ＳＡＭ ２３ ７ｂ ２８ ３ｂ ２ ４ｂ ３７ ０ａ ３６ ０ａ ３ ７ａ
ＣＭＰ１ ２９ ２ａ ４５ ０ａ ３ ８ａ ３４ ５ａ ３７ ７ａ ４ ３ａ
ＣＭＰ２ ２５ ８ａｂ ２０ ３ｂ １ ６ｂｃ ２１ ２ｂ ９ ３ｂ １ ２ｃ

水稻生育期内根系活力对不同碱性材料的响应不同 (图 １)ꎬ 水稻分蘖盛期表现为 ＣＭＰ１ 与

ＳＡＭ 处理水稻根系活力高于 ＬＩＭＥ 处理ꎬ 且显著高于 ＮＰＫ 处理ꎮ 与 ＮＰＫ 处理相比ꎬ ＣＭＰ２ 处理

对提高水稻根系活力效果并不明显ꎮ 同样地ꎬ 抽穗期 ＳＡＭ、 ＬＩＭＥ 与 ＣＭＰ１ 处理水稻根系活力均

２５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ꎬ ＳＡＭ 处理根系活跃吸收面积达到 ７ｍ２ꎬ 显著高于 ＬＩＭＥ 与 ＣＭＰ１ 处理ꎬ 该

结果与水稻根系特征变化较一致ꎮ

图 １　 不同碱性材料对水稻不同生育期根系活力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ｏｏ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ｃ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２ ４　 籽粒产量

由图 ２ 所示ꎬ 常规施肥处理籽粒产量较不施肥处理差异不显著ꎬ 而各碱性材料添加处理籽粒

产量均显著高于常规施肥处理ꎬ 其中 ＳＡＭ 和 ＣＭＰ１ 处理产量较 ＮＰＫ 增产 １２１ １％ 和 １０５ １％ ꎬ 而

ＬＩＭＥ 处理增产效果不及 ＳＡＭ 和 ＣＭＰ１ 处理ꎮ 等磷条件下ꎬ ＣＭＰ２ 处理较 ＮＰＫ 处理增产明显ꎬ 该

结果可能是由于钙镁磷肥作为磷源的同时向土壤中补充了钙与镁离子ꎬ 进而促进了产量的提升ꎮ

图 ２　 不同碱性材料对酸性硫酸盐土水稻籽粒产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ｒｉｃｅ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ａｃｉｄ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ｓｏｉｌ

２ ５　 产量与土壤理化性质相关性

综合分析水稻籽粒产量、 收获后土壤理化性质之间的相关性可知ꎬ 水稻产量与土壤交换性

Ｈ ＋ 、 Ａｌ３ ＋ 呈显著负相关ꎬ 与土壤有效磷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ꎬ 而与土壤有效锰含量呈极显著负

相关 (表 ５)ꎮ 此外ꎬ 土壤有效磷与有效锰呈极显著负相关ꎮ 然而ꎬ 土壤有效铁、 硫含量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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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理化性质并未呈现显著相关性ꎬ 即土壤交换性酸、 铝含量及有效锰含量作为酸性硫酸盐土

壤障碍因子ꎬ 是限制该土壤生产力的关键因素ꎮ

表 ５　 不同碱性材料处理土壤理化性质及籽粒产量的相关关系 (ｎ ＝１８)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ｒｉｃｅ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项目 Ｉｎｄｅｘ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ｐＨ
交换性

Ｈ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Ｈ ＋

交换性
Ａｌ３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Ａｌ３ ＋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有效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ｅ

有效锰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Ｍｎ

有效硫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１

ｐＨ ０ ７８１０ １
交换性 Ｈ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Ｈ ＋ － ０ ８４８７∗ － ０ ９８３９∗∗ １

交换性 Ａｌ３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Ａｌ３ ＋ － ０ ８４９０∗ － ０ ９８３２∗∗ ０ ９９９９∗∗ １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０ ９６７０∗∗ ０ ６３２３ － ０ ７０６９ － ０ ７０７６ １
有效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ｅ － ０ ５４１７ ０ ０６６８ ０ ０５４８ ０ ０５２１ － ０ ６５７７ １
有效锰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Ｍｎ － ０ ９２６４∗∗ － ０ ６８２３ ０ ７８２８ ０ ７８４３ － ０ ９１９５∗∗ ０ ５０７６ １
有效硫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 － ０ ０５９２ ０ ６４７６ － ０ ５２８３ － ０ ５２９３ － ０ １０１９ ０ ７８９１ ０ ００９８ １

　 　 注: ∗和∗∗分别表示在 ５％ 和 １％ 水平有显著性关系

Ｎｏｔｅ: ∗ａｎｄ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５％ ａｎｄ １％ ｌｅｖｅｌ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　 讨论与结论

酸性硫酸盐土壤存在诸多高产障碍因子ꎬ 不同地区和土壤母质条件下酸性硫酸盐土障碍因子

差异较大ꎬ 且酸性硫酸盐土壤毒害现象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９] ꎮ 人们对酸性硫酸盐土壤

的主要限制因子观点并不一致ꎬ 李金培等[４] 认为酸度低是酸性硫酸盐土壤生产力水平低的关键

因素之一ꎬ 缺磷是其最重要的限制因子ꎬ 施用磷肥和石灰是改良酸性硫酸盐土壤的有效措施[１０] ꎮ
同时ꎬ 有人认为干湿交替、 土壤还原物质如 Ｈ２Ｓ 对根系功能的降低等是造成酸性硫酸盐土壤毒

害因素之一[１１￣１２] ꎬ 然而本试验结果表明ꎬ 几种碱性物质处理未明显提高土壤有效硫ꎬ 但显著提

高土壤磷含量ꎬ 土壤生产力及水稻根系生长均得到有效提高ꎬ 因而认为有效硫含量可能不是该类

土壤高产的主要限制因子ꎮ 本文对酸性硫酸盐土壤毒害机制主要从土壤养分元素有效性和水稻植

株根系活力及其养分吸收两方面考虑ꎬ 二者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ꎮ 土壤养分元素的影响主要涉及

土壤中氮、 磷、 钾养分有效性低或严重缺乏ꎬ 或者金属元素、 硫含量过高富集均会对水稻植物根

系的生长发育和地上部养分的吸收利用产生抑制作用ꎬ 甚至是毒害作用ꎮ 研究结果表明土壤酸

害、 贫磷、 铝毒、 锰毒、 铁毒是本试验条件下土壤的主要障碍因子ꎬ 是限制该土壤生产力的关键

因素ꎬ 该结果与黄巧义等[１３]研究结论一致ꎮ 因此ꎬ 针对酸性硫酸盐土进行改良必须综合调控每

一个限制因子及其相互效应[１４] ꎮ
国内外针对酸性硫酸盐土壤的改良与修复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１５￣１８] ꎬ 粉煤灰、 碱渣、

磷石膏等工业副产品作为酸性土壤改良剂的趋势逐渐明显[１９￣２１] ꎮ 此外ꎬ 不同原材料制成的生物

炭因其具有较高的石灰位ꎬ 能够明显增加土壤 ｐＨ、 交换性碱基离子和盐基饱和度ꎬ 并能降低土

壤中交换性酸ꎬ 也备受农业科技研究者的青睐[６ꎬ２２] ꎮ 本试验以石灰、 自研改良剂与钙镁磷肥为研

究材料ꎬ 着重从土壤养分有效性、 水稻产量及根系养分吸收特征来分析解释酸性硫酸盐土壤障碍

因子的消减效果ꎮ 本研究中ꎬ 与 ＮＰＫ 处理相比ꎬ ＳＡＭ 和 ＣＭＰ１ 处理土壤 ｐＨ 大幅增加ꎬ 交换性

酸、 铝含量显著降低ꎬ 水稻根系土壤环境得到改善ꎬ 水稻根系吸收活力加强ꎬ 并提高了作物对土

壤有效营养元素的吸收利用ꎬ 从而使水稻产量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ꎮ 酸性硫酸盐土壤障碍因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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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与作物的影响并非完全抑制ꎮ 前人研究指出ꎬ 土壤活性铝的大量存在会降低磷的有效性ꎬ 无

机离子态铝可与土壤水溶性磷酸根离子结合生产磷酸铝ꎬ 从而抑制根对磷元素的吸收ꎻ 同时活性

铝水解还导致土壤溶液 ｐＨ 下降和硫、 钙、 镁等营养元素的有效性降低[２３] ꎮ Ｍａ 等[２４] 研究认为铝

毒害的原初反应是抑制植物根系的生长ꎬ 在铝胁迫下作物根伸长受阻ꎬ 根尖抗氧化酶活性显著降

低ꎮ 在酸性土壤条件下ꎬ 土壤中锰的有效性随 ｐＨ 值的升高而降低ꎬ 因此ꎬ 通过提高土壤酸度ꎬ
如添加石灰类物质ꎬ 能间接抑制锰毒的发生[２５￣２６] ꎮ 本试验条件下ꎬ ＬＩＭＥ 处理水稻产量较 ＮＰＫ 处

理显著增加ꎬ 但其增产效果远不及 ＳＡＭ 处理ꎬ 这不仅由于土壤磷的有效性、 有效锰含量未得到

明显改善ꎬ 还与水稻生长后期石灰处理水稻根系体积、 根吸收面积显著低于 ＳＡＭ 处理有关ꎮ 澳

大利亚政府采取一种叫作石灰辅助性潮汐交换策略以修复 ＡＳＳ 存在的问题ꎬ 该措施有效改善了

水的质量ꎬ 使土壤 ｐＨ 值从 ３ ５ 增加到 ６ ~ ８ꎬ 并使土壤中铝和铁还原率降至安全值[２７] ꎮ 传统认

为ꎬ 石灰既能中和土壤中的酸ꎬ 又能补充盐基离子ꎬ 对改良酸性硫酸盐土壤效果明显ꎬ 但长期施

用石灰会导致土壤负面效应ꎬ 如土壤板结ꎬ 这是生产中存在的现实问题[２８] ꎮ 等磷用量条件下ꎬ
ＣＭＰ２ 较 ＮＰＫ 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水稻产量ꎬ 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ꎬ 该结果可能与铝、 钙有

拮抗作用有关ꎬ 钙含量的增加将会引起铝浓度的降低[２９￣３０] ꎮ
综上ꎬ 初步认为本试验条件下缓解土壤障碍因子的关键在于保证充足有效磷的同时ꎬ 提高土

壤 ｐＨꎬ 降低土壤关键毒害金属元素含量ꎬ 从而改善根系生长环境ꎬ 促进根系生长发育和根系吸

收活力ꎬ 提高植物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ꎬ 抑制铁、 铝等元素向地上部吸收运输ꎮ 钙镁磷肥对酸

性硫酸盐土壤障碍因子消减效果明显ꎬ 但其成本投入是自研改良剂的 ３ 倍ꎬ 因此ꎬ 基于以上研究

结果并综合考虑改良剂的长期适用性及成本投入ꎬ 自研改良剂是本试验条件下酸性硫酸盐土壤改

良的最佳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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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田仁生ꎬ 刘厚田  酸化土壤中铝及其植物毒性 [Ｊ]. 环境科学ꎬ １９９０ꎬ １１ (６): ４１￣４６
[３０] ＡＬＶＡ Ｋ Ａꎬ ＳＵＭＮＥＲ Ｅ Ｍ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ｉｄ ｓｏｉｌ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 [ Ｊ].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ꎬ

１９９０ꎬ １２８: １２７￣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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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渣生物质炭对喀斯特农田土壤硝态氮和铵态氮的影响∗

夏银行１ꎬ２ꎬ３∗∗ꎬ 赵次娴１ꎬ２ꎬ３ꎬ 何寻阳１ꎬ３ꎬ 黎　 蕾１ꎬ２ꎬ３ꎬ 陈香碧１ꎬ３ꎬ 刘坤平３ꎬ 苏以荣１ꎬ３∗∗∗

( １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亚热带农业生态过程重点实验室ꎬ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５ꎻ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ꎻ３ 中国科学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ꎬ 环江　 ５４７１００)

摘　 要: 研究蔗渣生物质炭施用于喀斯特农田对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的影响ꎬ 为合理利用丰富的蔗渣资源

提供科学参考ꎮ 在 ２５℃ 、 １００％ 空气湿度下培养 １００ ｄꎬ 研究不同生物质炭添加量 (０ １％ 、 ０ ５％ 、 １ ０％ 和

２ ０％ ꎬ 以干土计) 下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变化ꎮ 生物质炭施用于旱地土壤可增加铵态氮的固定ꎬ 而适量的

生物质炭 (０ ５％ 和 １ ０％ ) 施入水田土壤中也促进铵态氮的固定ꎮ 生物质炭的添加 ( ０ ５％~ ２ ０％ ) 抑制旱地

土壤有机氮矿化ꎬ 而其对水田土壤有机氮矿化影响不显著ꎮ 土壤类型和生物质炭添加量及其交互效应对土壤氮

素的转化有显著影响ꎬ 且旱地土壤较水田土壤的氮素对生物质炭的响应更强烈ꎮ 综合考虑土壤氮素利用率和硝

态氮的淋失风险ꎬ 旱地土壤蔗渣生物质炭的合理施用量为 ０ １％ ꎬ 而水田土壤应低于 １ ０％ ꎮ
关键词: 蔗渣生物质炭ꎻ 农田土壤ꎻ 铵态氮ꎻ 硝态氮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ａｇａｓｓ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
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Ｘｉａ Ｙｉｎｈａｎｇ１ꎬ２ꎬ３∗∗ꎬ Ｚｈａｏ Ｃｉｘｉａｎ１ꎬ２ꎬ３ꎬ Ｈｅ Ｘｕｎｙａｎｇ１ꎬ３ꎬ Ｌｉ Ｌｅｉ１ꎬ２ꎬ３ꎬ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ｂｉ１ꎬ３ꎬ Ｌｉｕ Ｋｕｎｐｉｎｇ３ꎬ Ｓｕ Ｙｉｒｏｎｇ１ꎬ３∗∗∗

( １Ｔｈ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１２５ꎬ Ｃｈｉｎａꎻ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３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Ｋａｒ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５４７１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ｔｈｅ ｂａｇａｓ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Ｏ －

３ ￣Ｎ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Ｎ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ｄｄｙ ａｎｄ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０ １％ ꎬ ０ ５％ ꎬ

１ ０％ ꎬ ２ ０％ ꎬ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ｙ ｓｏｉｌ)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 ｆｏｒ １００ ｄａｙｓ ｕｎｄｅｒ ２５℃ ａｎｄ １００％ ａｉｒ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Ｈ ＋

４ ￣Ｎ ａｎｄ ＮＯ －
３ ￣Ｎ ｗｅ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Ｈ ＋

４ ￣Ｎ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０ ５％ ａｎｄ １ ０％ )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Ｈ ＋

４ ￣Ｎ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０ ５ － ２ ０％ )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ꎬ ｂｕｔꎬ ａｄｄｉｎｇ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０ １ － ２ ０％ )
ｈａ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ꎬ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ｄ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ＮＯ －

３ ￣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ａｓｓａｓ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０ １％ ꎬ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１ 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ａｓｓａｓｅ ｂｉｏｃｈａｒꎻ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ꎻ ＮＨ ＋

４ ￣Ｎꎻ ＮＯ －
３ ￣Ｎ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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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是作物生长必需营养元素之一ꎬ 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从土壤吸收足够的氮素营

养ꎬ 但可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无机氮仅占土壤总氮的 １％ 左右ꎬ 大部分的氮素通过微生物矿化

作用转化为无机氮 (ＮＯ －
３ ￣Ｎꎬ ＮＨ ＋

４ ￣Ｎ) 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１￣３] ꎬ 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以及

有机氮矿化速率直接影响着土壤氮素供给能力[４￣５] ꎮ 因此ꎬ 研究土壤硝态氮、 铵态氮和有机氮矿

化速率对提高土壤肥力和理解氮素转化机理具有重要意义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 生物质炭具有改善微生物细胞附着性能、 促进特殊类群土壤微生物的栖息生

长[３￣７]和土壤团聚体的形成[８] 、 改变土壤固氮与硝化微生物菌群活性[９ꎬ１０] 的作用ꎬ 能够提高土壤

氮素利用率[１１] ꎬ 从而减少氮素流失ꎮ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等[１２]的研究表明ꎬ 生物质炭可降低土壤有机氮净

矿化速率ꎮ Ｃｈａｒｌｅｓ 等[１３]发现ꎬ 生物质炭能减少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的损失ꎬ 且不同来源的生物

质炭降低氮淋失效果不同ꎬ 同时存在一个最佳施用量范围能够实现有效减少土壤氮素的损失ꎬ 需

要正确评估ꎮ 因此ꎬ 生物质炭对土壤氮素的影响因生物质炭的类型、 添加量和施用时间而异ꎮ
广西是我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ꎬ 在蔗糖生产过程产生大量残渣ꎬ 其生物质炭施用于农田土

壤ꎬ 对农田土壤固碳、 增加微生物活性及其群落结构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１４￣１５] ꎮ 然而ꎬ 蔗渣生

物质炭对农田土壤氮素转化的影响、 蔗渣生物质炭的最佳施用量等尚不清楚ꎮ 本文拟通过培养试

验ꎬ 研究蔗渣生物质炭不同添加量对喀斯特典型农田土壤氮素的影响ꎬ 为喀斯特地区丰富的蔗渣

生物质炭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土壤及生物质炭

在广西环江县木连村按邻近且成土母质一致原则选择旱地和水田ꎬ 土壤母质为石灰岩ꎮ 按

“Ｓ” 形多点混合法采集表层新鲜土壤 ０ ~ １５ ｃｍꎬ 剔除土壤中可见植物残体及土壤动物ꎬ 磨碎过

１０ 目筛ꎬ 充分混匀ꎬ 用四分法分成 ２ 份ꎬ 一份用于室内培养试验ꎬ 另一份用于测定基本物理化

学性质 (表 １)ꎮ 同时ꎬ 在环江县远丰糖厂采集蔗渣生物质炭 (该生物质炭是由甘蔗渣在 ７７０℃
下裂解而成)ꎬ 充分混匀ꎬ 分成 ２ 份ꎬ 一份用于培养试验ꎬ 另一份用于测定生物质炭的基本化学

性质 (表 １)ꎮ

表 １　 土壤和生物质炭样品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Ｈ
(１２ ５)

有机碳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
(ｇ / ｋｇ)

可溶性有
机碳 ＤＯＣ
(ｍｇ / ｋｇ)

速效磷
Ｏｌｓｅｎ Ｐ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Ｋ (ｍｇ / ｋｇ)

硝态氮
ＮＯ －

３ ￣Ｎ
(ｍｇ / ｋｇ)

铵态氮
ＮＨ ＋

４ ￣Ｎ
(ｍｇ / ｋｇ)

全氮
ＴＮ

(ｇ / ｋｇ)

碳氮比
Ｃ / Ｎ

黏粒含量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 )

旱地 Ｕｐｌａｎｄ ４ ７８ １６ ５０ ７２ ５６ ２８ ８８ １３４ ９２ １４ １７ ２７ ２１ ２ ５８ ６ ３８ １４ ３６
水田 Ｐａｄｄｙ ５ ９３ ３０ ２０ ３７ ３１ １６ ３７ ６０ ３９ ５ ５９ ３２ ０５ ２ ６６ １１ ３４ ２８ ７０
生物质炭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１０ ２０ ２７７ ００ １３３ ８６ ７５２ ９９ １６ ５０ ３２ ３５ ５１ ２８ ０ ０ ０

１ ２　 培养试验

培养试验在广西环江中国科学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恒温培养室内进行ꎮ
设 ６ 个处理: 纯生物质炭、 对照 (不添加生物质炭ꎬ 记为 ＣＫ) 和添加生物质炭量分别为

０ １％ 、 ０ ５％ 、 １ ０％ 、 ２ ０％ 质量分数 (以干土计) 的 ４ 个处理ꎬ 依次记为 ０ １％ 、 ０ ５％ 、
１ ０％ 、 ２ ０％ ꎮ 每个处理 ４ 次重复ꎬ 每次重复称取土样 ３００ ｇ (干土)ꎬ 于 ２５℃ 、 ４５％ ＷＨＣ (田

间最大持水量) 的黑暗条件下培养 １００ ｄꎮ
具体操作步骤: 称取 ３００ ｇ 上述土样 (纯生物质炭 １５ ｇ) 于聚乙烯杯中ꎬ 置于 ５０ Ｌ 密闭大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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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桶中ꎬ 桶内同时放置一盛有 ２００ ｍＬ １ ｍｏｌ / Ｌ ＮａＯＨ 溶液的集气瓶ꎬ 以吸收土壤呼吸释放的

ＣＯ２ꎬ 桶底有一定量水ꎬ 以维持桶内空气饱和湿度ꎮ 在 ２５℃恒温培养室中培养 １００ ｄꎬ 培养期间ꎬ
每 ５ ｄ 换一次气 (第 ２ ｄ 也需换气)ꎬ 在培养的第 ２ ｄ、 ５ ｄ、 １０ ｄ、 ２０ ｄ、 ４０ ｄ、 ６０ ｄ、 ８０ ｄ、 １００ ｄ
取样ꎬ 取样同时换一个新配制 ＮａＯＨ 溶液集气瓶ꎮ
１ ３　 样品分析

土壤和生物质炭中的总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ꎻ 溶解性有机碳采用 ０ ５ ｍｏｌ / Ｌ 的

Ｋ２ＳＯ４ 浸提后总有机碳分析仪 (ＦＵＳＩＯＮ) 测定ꎻ ｐＨ 采用电位法 (Ｗ / Ｖ ＝ １２ ５) 测定ꎻ 土壤

硝态氮和铵态氮采用 ２ ｍｏｌ / Ｌ ＫＣｌ 浸提ꎬ ＦＩＡＳＴＡＲ ５０００ 流动注射仪测定ꎻ 其他土壤基本性质采用

常规方法测定[１６] ꎮ
１ ４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土壤有机氮矿化速率 ＝ [ (土壤培养后的 ＮＨ ＋
４ ￣Ｎ ＋ ＮＯ －

３ Ｎ) － (土壤初培养前的 ＮＨ ＋
４ ￣Ｎ ＋

ＮＯ －
３ Ｎ)] / 培养天数ꎻ 硝化速率根据培养期间 ＮＯ －

３ 含量变化与培养时间计算ꎬ 由于未采用同位

素标记均为表观值ꎮ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进行统计分析和制图ꎮ 时间上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ꎬ 处理间的比较利用单因素和双因素两种方差分析方法ꎬ 单因素多重比较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法 (Ｐ <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

２ １　 添加生物质炭对土壤硝态氮的影响

添加不同量生物质炭后ꎬ 旱地和水田土壤中硝态氮含量均随时间呈波浪式变化 (表 ２)ꎮ 在

培养初期ꎬ 旱地土壤不同处理硝态氮含量为 ３３ ２１ ~ ３３ ７０ ｍｇ / ｋｇꎬ 培养结束时各处理硝态氮含量

增加了 ２０ ４９ ~ ２１ ８７ ｍｇ / ｋｇ (Ｐ < ０ ０１) (表 ２)ꎻ 培养期内水田土壤硝态氮含量在不同处理间随

培养时间变化趋势一致ꎬ 培养初期硝态氮的浓度为 ３１ ３９ ~ ３１ ９６ ｍｇ / ｋｇꎬ 培养结束时硝态氮含量

增加了 １６ ７３ ~ １７ ５２ ｍｇ / ｋｇꎬ 且添加 ０ １％ 生物质炭时土壤硝态氮含量随时间的变化与对照无显

著差异ꎮ 整个培养期内ꎬ 旱地土壤的硝态氮含量均高于水田土壤ꎮ

表 ２　 土壤硝态氮含量随培养时间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Ｏ３
￣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土地利用方式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生物质炭添加量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ｒａｔｅｓ

硝态氮含量 ＮＯ －
３ ￣Ｎ (ｍｇ / ｋｇ)

２ ｄ ５ ｄ １０ ｄ ２０ ｄ ４０ ｄ ６０ ｄ ８０ ｄ １００ ｄ

ＣＫ ３３ ２１ｂ ２９ ５５ｄ ４６ ２９ｄ ３０ ７５ａ ４２ ７９ａ ３６ ４５ａ ３７ ８９ｂｃ ５３ ７０ｂ
０ １％ ３３ ３０ｂ ３１ ６２ｂ ４８ ０９ｃ ３０ ６８ａ ４２ ６０ｂ ３６ １２ａ ３７ ８１ｃ ５４ １７ｂ

旱地 Ｕｐｌａｎｄ ０ ５％ ３３ ５７ａ ３１ ９１ａ ４８ ０９ｃ ３０ ８９ａ ４１ ９９ｃ ３６ ３８ａ ３８ ３１ａｂ ５５ ０５ａ
１ ０％ ３３ ６４ａ ３０ ３３ｃ ４８ ８０ｂ ３０ ８８ａ ４１ ８７ｃ ３６ ２１ａ ３８ ６６ａ ５５ １０ａ
２ ０％ ３３ ７０ａ ３２ ０２ａ ４９ ３３ａ ３０ ９３ａ ４１ ８９ｃ ３６ １６ａ ３８ ６５ａ ５５ ５７ａ

ＣＫ ３１ ３９ｂ ２７ ７２ｂ ４４ ３３ｃ ２８ ６１ｂ ３９ ５１ｃ ３４ ５１ａ ３５ ２１ｂ ４８ １２ｃ
０ １％ ３１ ３１ｂ ２７ ９５ｂ ４４ ４９ｃ ２８ ６５ｂ ３９ ５８ｃ ３４ ７６ａ ３５ １７ｂ ４８ ０８ｃ

水田 Ｐａｄｄｙ ０ ５％ ３１ ７６ａ ２８ ６７ａ ４５ ３４ｂ ２８ ８８ａ ３９ ９５ｂ ３４ ８７ａ ３５ ４５ａ ４８ ６５ｂ
１ ０％ ３１ ８６ａ ２８ ８２ａ ４５ ６５ａｂ ２９ ０５ａ ４０ ２４ａｂ ３４ ９０ａ ３５ ５９ａ ４９ ２０ａ
２ ０％ ３１ ９６ａ ２８ ９３ａ ４６ ２３ａ ２９ ０８ａ ４０ ３０ａ ３５ １２ａ ３５ ６３ａ ４９ ４８ａ

　 　 注: 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类型土壤不同添加量之间 ５％ 显著水平

Ｎｏｔ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５％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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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添加生物质炭对土壤铵态氮的影响

添加不同量生物质炭后ꎬ 旱地和水田土壤中铵态氮含量均随时间呈波浪式变化 (图 １)ꎮ 旱

地土壤: 整个培养过程中 (２０ ~ ４０ ｄ 除外)ꎬ 不同处理下铵态氮的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 (Ｐ <
０ ０５)ꎻ 培养初期 (０ ~ ２０ ｄ)ꎬ 各处理间铵态氮含量差异极显著ꎬ 且铵态氮含量随生物质炭添加

量的增加而减少ꎬ 但此后各处理间基本无显著差异ꎮ 对于水田土壤: 整个培养期间对照处理的铵

态氮含量只在 ５ ~ ２０ ｄ 时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Ｐ < ０ ０５)ꎻ 添加低量生物质炭 (０ １％ )ꎬ 铵态氮

含量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１０ ｄ 除外)ꎻ 培养初期 (２４ ｈ)ꎬ 生物质炭添加量 > ０ １％ 时ꎬ 铵态氮含

量显著高于对照ꎬ 但 ０ ５％ 、 １ ０％ 、 ２ ０％ 处理间差异不显著ꎻ 培养结束时铵态氮含量 ＣＫ >
０ ５％ > １ ０％ ꎬ ２ ０％ 和 ＣＫ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ꎮ

图 １　 土壤中铵态氮含量随培养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Ｈ ＋
４ ￣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２ ３　 添加生物质炭对土壤无机氮含量、 氮矿化速率和硝化速率的影响

水田和旱地土壤中无机氮 (ＮＯ －
３ ￣Ｎ 和 ＮＨ ＋

４ ￣Ｎ) 含量前期 (０ ~ ２０ ｄ) 呈现波浪式变化ꎬ 之

后呈平稳增加趋势 (表 ３)ꎮ 旱地土壤: 培养初期无机氮含量随生物质炭添加量的增加显著减少

(Ｐ < ０ ０５)ꎬ 培养结束时ꎬ １ ０％ 和 ２ ０％ 处理无机氮显著低于对照 (Ｐ < ０ ０５)ꎬ 且两处理间无

显著差异ꎬ ０ １％ 、 ０ ５％ 用量与对照无显著差异ꎮ 水田土壤: 培养初期各处理无机氮差异显著ꎬ
培养结束时各处理中无机氮含量无显著差异ꎮ 整个培养期内ꎬ 水田土壤各处理中无机氮含量均低

于旱地土壤对应处理 (Ｐ < ０ ０５)ꎮ
纯生物质炭培养结束时硝态氮和铵态氮含量分别为 ４４ ０６ ｍｇ / ｋｇ 和 ０ ４９ ｍｇ / ｋｇꎮ 由表 ４ 可

知ꎬ 旱地土壤 １ ０％ 和 ２ ０％ 处理土壤有机氮矿化速率显著低于对照ꎬ 但 １ ０％ 和 ２ ０％ 间无显著

差异ꎬ 且 ０ １％ 处 理 > ０ ５％ 处 理 ( Ｐ < ０ ０５ )ꎻ 土 壤 中 氮 素 硝 化 速 率 为 ０ ３９５ ~
０ ４０７ ｍｇ / (ｋｇｄ)ꎬ 且 ０ １％ 处理与对照间无显著差异ꎬ ０ ５％ 、 １ ０％ 和 ２ ０％ 都显著高于对照

(０ ５％ 、 １ ０％ 和 ２ ０％ 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Ｐ < ０ ０５)ꎮ 水田土壤添加 ０ １％~ ２％ 生物质炭对

土壤有机氮矿化速率影响不显著ꎬ 除 ２％ 用量有机氮矿化速率高于对照ꎬ 其余各处理均低于对

照ꎻ 土壤氮素硝化速率为 ０ ４２５ ~ ０ ４３２ ｍｇ / (ｋｇｄ)ꎻ 当生物质炭添加量为 ０ １％ 和 ０ ５％ 时土

壤氮素硝化速率较对照无显著差异ꎬ 而 １ ０％ 和 ２ ０％ 处理土壤氮素硝化速率显著高于对照ꎬ 但

１ ０％ 和 ２ ０％ 间差异不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总体而言ꎬ 旱地土壤 ０ １％ 生物质炭添加量和水田土

壤 ０ １％~ ０ ５％ 添加量时对土壤有机氮矿化和氮素硝化速率影响均不显著ꎬ 即旱地土壤氮素较水

田土壤氮素对生物质炭响应更明显ꎬ 并且添加生物质炭抑制旱地土壤有机氮矿化ꎬ 促进土壤无机

氮的硝化作用 (０ １％ 除外)ꎮ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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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土壤无机氮含量随培养时间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Ｏ －
３ ￣Ｎ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土地利用
方式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生物质炭
添加量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土壤中无机氮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Ｏ －
３ ￣Ｎ ａｎｄ ＮＨ ＋

４ ￣Ｎ (ｍｇ / ｋｇ)

２ ｄ ５ ｄ １０ ｄ ２０ ｄ ４０ ｄ ６０ ｄ ８０ ｄ １００ ｄ

ＣＫ １３８ ６７ａ ７７ ０４ａ １４５ ０ａ ５３ ０８ｂ ４８ １９ａ ９７ ２５ａ ８５ １４ａ ５９ ４７ａ
０ １％ １２１ ９ｂ ６５ ５２ｃ ９３ ３７ｃ ６１ １４ａ ４７ ２２ｂ ５７ ３８ｂ ５６ ０１ｂ ５９ ９０ａ

旱地 Ｕｐｌａｎｄ ０ ５％ １１２ ０ｃ ５８ ６９ｄ ８５ ５５ｃ ４９ １１ｃ ４４ ９９ｃ ５０ ８６ｃ ５４ ６６ｂｃ ５９ ２４ａ
１ ０％ １０９ ７ｃ ６９ ７４ｂ １０３ ０ｂ ５０ ８８ｃ ４４ ４６ｄ ５０ ４０ｃ ５１ ８４ｄ ５８ ０６ｂ
２ ０％ ９９ ２０ｄ ４９ ７９ｅ ６６ ９２ｄ ４４ ８２ｄ ４４ ３７ｄ ４９ ０５ｃ ５３ ３７ｃｄ ５８ ２５ｂ

ＣＫ ５６ ３５ａ ３８ ００ａ ６６ １４ｂ ３５ ３３ｂ ４２ ２１ａ ４９ ６４ａ ４４ ６９ｂ ５１ ８４ａ
０ １％ ５４ ９９ａ ３７ ９６ａ ６３ ３０ｂｃ ３５ ７９ａｂ ４１ ７８ａ ４９ ５６ａ ４６ ８９ｂ ５１ ４５ａ

水田 Ｐａｄｄｙ ０ ５％ ５１ ３２ｂ ３７ １０ａｂ ６１ ０８ｃ ３５ ９８ａｂ ４２ １１ａ ４９ ３３ａ ４５ ３２ｂ ５１ ８１ａ
１ ０％ ５３ ３４ａｂ ３６ １４ｂｃ ７１ ０１ａ ３６ ４１ａ ４２ ４２ａ ４８ ８７ｂ ４７ １２ｂ ５１ ７５ａ
２ ０％ ５４ ３５ａｂ ３５ ６６ｃ ６３ ９５ｂｃ ３６ ５７ａ ４２ ４９ａ ５０ ３３ａ ５１ ０２ａ ５２ ８８ａ

　 　 注: 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类型土壤不同添加量间达 ５％ 显著水平

Ｎｏｔ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５％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ｓｏｉｌ

培养期内同处理旱地土壤有机氮矿化速率和无机氮含量均高于水田土壤ꎬ 而土壤氮素硝化速

率则相反ꎮ 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表 ５)ꎬ 培养结束时土壤类型和生物质炭添加量对土壤无机氮

含量、 硝化速率和有机氮矿化速率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 (Ｐ < ０ ０５ 或 Ｐ < ０ ０１)ꎬ 土壤类型和

生物质炭添加量的交互作用对土壤无机氮、 有机氮矿化速率显著极影响 (Ｐ < ０ ０１)ꎬ 对硝化速

率影响不显著 (Ｐ > ０ ０５)ꎮ

表 ４　 生物质炭对土壤氮素转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土地利用方式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生物质炭添加量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有机氮矿化速率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Ｎ

[ｍｇ / (ｋｇｄ)]

硝化速率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ｍｇ / (ｋｇｄ)]

ＣＫ ０ １８１ａｂ ０ ３９５ｃ
０ １％ ０ １８５ａ ０ ４００ｂｃ

旱地 Ｕｐｌａｎｄ ０ ５％ ０ １７６ｂ ０ ４０７ａ
１ ０％ ０ １６３ｃ ０ ４０５ａｂ
２ ０％ ０ １６０ｃ ０ ４０５ａｂ

ＣＫ ０ １４２ａ ０ ４２５ｂ
０ １％ ０ １３８ａ ０ ４２５ｂ

水田 Ｐａｄｄｙ ０ ５％ ０ １３９ａ ０ ４２９ａｂ
１ ０％ ０ １３７ａ ０ ４３２ａ
２ ０％ ０ １４３ａ ０ ４３０ａ

　 　 注: 小写字母表示同一类型土壤不同添加量之间 ５％ 显著水平

Ｎｏｔ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５％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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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培养 １００ ｄ 后不同因素对土壤氮素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ｆｔｅｒ １００ ｄａｙｓ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无机氮含量

ＮＨ ＋
４ ￣Ｎ ＋ ＮＯ －

３ ￣Ｎ
(ｍｇ / ｋｇ)

硝化速率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ｍｇ / (ｋｇｄ)]

有机氮矿化速率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

[ｍｇ / (ｋｇｄ)]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２ ０５４ ６３３∗∗ ５６８ ４００∗∗ ４３２ ５２１∗∗

生物质炭添加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３ ４２１∗ ９ ６４９∗∗ ９ ９２３∗∗

土壤类型 × 添加量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１２ ５９８∗∗ １ ４０７ １１ ９７２∗∗

　 　 注: ∗∗表示 Ｐ < ０ ０１ 水平下差异显著ꎬ ∗表示 Ｐ < ０ ０５ 水平下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 ∗∗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１％ ｌｅｖｅｌꎬ ∗ ｍｅａ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

３　 讨论

３ １　 蔗渣生物质炭对土壤无机氮含量的影响

土壤无机氮 (铵态氮和硝态氮) 主要来自土壤固持、 土壤自身有机氮矿化和死亡微生物体

矿化[２] ꎮ 生物质炭不仅可产生负电荷ꎬ 也可产生正电荷ꎬ 因而生物质炭不仅可以吸持有机质吸

持的养分ꎬ 还可以吸持有机质不吸持的磷素养分[１７] ꎮ 然而ꎬ 生物质炭吸持养分具有一定选择

性[１８￣１９] ꎬ 其对 ＮＨ ＋
４ 和 ＮＯ －

３ 有较强的吸附作用[２０￣２３] ꎬ 可以参与土壤氮素的物理固定ꎮ 土壤中铵

态氮的去向一般有 ３ 种: 硝化、 矿物和微生物的固定与挥发ꎮ 然而ꎬ 本研究土壤中铵态氮和硝态

氮含量随时间呈波浪式变化的原因需要通过矿物和生物技术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生物质炭添加量为 ０ １％ 时ꎬ 水田和旱地土壤氮素硝化速率与对照无显著差异ꎬ 而添加量大

于 ０ １％ 时ꎬ 可显著增加两种土壤氮素硝化速率ꎬ 因为已有研究发现硝化率与土壤 ｐＨ 正相

关[２１￣２５] ꎮ 本试验中添加 ０ １％ 生物质炭时ꎬ 两种土壤 ｐＨ 无显著变化ꎬ 生物质炭添加量大于

０ １％ 时ꎬ 土壤 ｐＨ 较对照显著增加 (图 ２)ꎮ 生物质炭具有多孔性ꎬ 能为微生物提供很多微小区

域进行硝化作用[２６] ꎬ 且氮素硝化速率以添加高量生物质炭较高ꎬ 因为生物质炭具有多孔和低密

度特性ꎬ 施用后能改善土壤通气状况、 降低厌氧程度、 吸附土壤中硝化作用的部分抑制剂ꎬ 从而

促进硝化作用[２７￣２９] ꎮ 此外ꎬ 生物质炭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ꎬ 能促进某些特定微生物种群的生

长与繁殖ꎬ 且可为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ꎬ 从而提高生物活性ꎬ 促进土壤氮素的硝化反

应[３０￣３２] ꎮ 研究表明ꎬ 施钾可促进氮的硝化作用[３３] ꎮ 生物质炭含有较丰富的钾素ꎬ 因而可促进土

壤微生物的硝化作用ꎮ
３ ２　 蔗渣生物质炭的添加对旱地和水田土壤无机氮影响的差异

培养过程中旱地土壤中硝态氮含量高于水田土壤ꎬ 可能的原因: ①旱地土壤硝态氮含量本底

值高于水田 (表 １)ꎻ ②生物质炭的添加可提高土壤 ｐＨꎬ 提高土壤 ｐＨ 能促进土壤硝化率[２１￣２４] ꎬ
本研究水田和旱地土壤 ｐＨ 本底值差异较大 (图 ２)ꎬ 旱地土壤 ｐＨ 对添加生物质炭的响应比水田

强烈 (图 ２)ꎬ 这可能影响土壤微生物的硝化作用ꎮ
本研究发现ꎬ 旱地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可增加铵态氮的固定ꎬ 而水田土壤中则高量

(２ ０％ ) 和低量 (０ １％ ) 生物质炭对铵态氮无显著影响ꎬ 添加适宜的 (０ ５％ 和 １ ０％ ) 生物

质炭可增加铵态氮的固定 (图 １)ꎮ 可能的原因是: 虽然旱地土壤铵态氮的本底值低于水田ꎬ 但

经风干、 磨细、 复湿过程ꎬ 导致土壤结构破坏ꎬ 被土壤固定的铵态氮释放出来ꎬ 由于旱地和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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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结构存在差异ꎬ 两者破坏的程度不一致ꎬ 而导致旱地土壤释放的铵态氮含量较多ꎮ 旱地土壤

铵态氮含量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以添加生物质炭处理低于对照ꎬ 但至培养结束时只有高量生物质炭

处理 (１ ０％ 和 ２ ０％ ) 土壤无机氮含量显著低于对照ꎬ 其中减少的部分可能是被生物质炭所固

定ꎮ 培养结束时ꎬ 水田土壤各处理中铵态氮含量与对照无差异ꎮ 因此ꎬ 添加生物质炭不会增加水

田氮素的挥发ꎮ 总之ꎬ 生物质炭施用于旱地土壤是能够作为铵态氮的缓释载体ꎬ 可以更好地控制

土壤中铵态氮的浓度ꎬ 减少土壤中铵态氮的流失和挥发ꎬ 有利于提高作物对土壤氮素的利用率ꎮ

图 ２　 土壤 ｐＨ 随培养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Ｓｏｉｌ ｐＨ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旱地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抑制有机氮矿化ꎻ 水田土壤则表现为添加量小于或等于 ２ ０％ 时影

响不显著ꎮ 这可能与土壤 Ｃ / Ｎ 密切相关ꎮ 一般认为在 Ｃ / Ｎ 低于 ２５ 时ꎬ 碳成为微生物分解的限制

因子ꎬ 此时氮源充足ꎬ 氮矿化大于固化ꎬ 且氮矿化速率随 Ｃ / Ｎ 的增加而增加ꎬ Ｃ / Ｎ 达到 ２５ 后ꎬ
微生物的活动受到氮的限制处于缺氮状态ꎬ 矿化的无机氮迅速被固定ꎬ 且矿化速率迅速下

降[３４￣３５] ꎮ 由于本研究未监测培养过程中 Ｃ / Ｎ 变化ꎬ 因此ꎬ 引起旱地和水田有机氮矿化差异的原

因还不清楚ꎬ 有待进一步探究ꎮ

４　 结论

蔗渣生物质炭施用于旱地土壤增加铵态氮的固定ꎬ 而生物质炭添加量 ０ ５％ 和 １ ０％ 时也可

促进水田土壤中铵态氮的固定ꎮ
蔗渣生物质炭添加量为 ０ ５％ ~ ２ ０％ 抑制旱地土壤有机氮矿化作用ꎬ 添加物质炭 (０ １％~

２ ０％ ) 对水田土壤有机氮矿化作用无显著影响ꎮ
旱地比水田土壤氮素对添加蔗渣生物质炭的响应更明显ꎮ
若只考虑不降低土壤氮素的利用率和不增加土壤硝态氮淋失的风险的情况ꎬ 旱地土壤蔗渣生

物质炭的合理施用量为 ０ １％ ꎬ 而水田土壤则为低于 １ ０％ 均可ꎮ 结合本课题组前期对生物质炭

的施用对有机碳的影响[１４] ꎬ 生物质炭施用量为 ０ １％ 既能达到固碳减排的功效ꎬ 也能提高土壤

氮素的利用率ꎬ 对环境保护有一定的积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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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条件对绿肥籽粒苋还田后土壤养分变化规律的影响

陈国军１ꎬ２ꎬ 吴　 凯１ꎬ２ꎬ 闫慧峰１ꎬ 石　 屹１

( １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 农业部烟草生物学与加工重点实验室ꎬ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１ꎻ
２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研究绿肥籽粒苋在不同的土壤水分含量下还田后对土壤养分的影响ꎬ 采用室内恒温培养模拟籽粒苋还

田ꎬ 测定了籽粒苋在最大田间持水量的 ５５％ (Ｓ５５)、 ７０％ (Ｓ７０)、 ８５％ (Ｓ８５) 条件下腐解过程中土壤可溶性

碳 (ＤＯＣ)、 无机氮 (Ｎｍｉｎ)、 速效钾、 缓效钾含量的变化趋势ꎮ 结果表明ꎬ 籽粒苋在不同土壤水分含量条件下

腐解 ０ ~ １４ ｄꎬ 土壤 ＤＯＣ 显著降低ꎬ Ｎｍｉｎ、 缓效钾、 速效钾含量均显著增加ꎬ Ｓ５５、 Ｓ７０、 Ｓ８５ 处理下籽粒苋的氮

表观释放率分别达到 １８ ４％ 、 ２３ ５％ 、 ２５ ０％ ꎬ 磷表观释放率分别为 ２４ ６％ 、 ２４ ０％ 、 ２１ ６％ ꎬ 钾表观释放率

分别为 ９６ ２％ 、 ９４ ０％ 、 ９９ ７％ ꎻ 腐解 １４ ~ ５６ ｄꎬ 土壤 Ｎｍｉｎ、 速效钾、 缓效钾含量均为 Ｓ８５ > Ｓ７０ > Ｓ５５ꎮ 土壤水

分含量增高有利于绿肥籽粒苋的腐解ꎬ 籽粒苋腐解过程中不同养分的释放能力存在差异ꎬ 钾的表观释放量远大

于氮、 磷的表观释放量ꎮ
关键词: 籽粒苋ꎻ 绿肥ꎻ 腐解ꎻ 土壤水分ꎻ 土壤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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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ｈｙｐ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ｃｕｓ ａｓ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 ( ｓｏｉ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ꎬ Ｎｍｉｎ (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ｗａｓ ｔｅｓｔｅｄ 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５５％ ꎬ ７０％ ꎬ ８５％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５５ꎬＳ７０ꎬＳ８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１４ ｄａｙ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ＤＯＣꎬ Ｎｍｉｎ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８ ４％ ꎬ ２３ ５％ ꎬ ａｎｄ ２５ ０％ 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５５ꎬ Ｓ７０ꎬ ａｎｄ Ｓ８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２４ ６％ ꎬ ２４ ０％ ꎬ ａｎｄ ２１ ６％ 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ａｂｏｖｅ ９６ ２％ ꎬ ９４ ０％ ꎬ ａｎｄ
９９ ７％  Ａｔ １４ － ５６ ｄ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ｍｉｎ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ꎬ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ｓ Ｓ８５ > Ｓ７０ > Ｓ５５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ｏ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ｈｙｐ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ｃｕｓꎻ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ꎻ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ꎻ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ꎻ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中国是种植绿肥面积最大和绿肥作物种类最多的国家ꎬ 绿肥在粮食生产、 维持土壤肥力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１￣３] ꎮ 生产中由于化肥施用更加方便有效ꎬ 因此ꎬ 农民对绿肥的热衷度逐渐下降ꎻ
但过度的施用化肥引起了土壤退化和一系列环境问题[４] ꎮ 绿肥具有无重金属污染、 抗生素、 其

他有害物质残留等优点[５] ꎻ 籽粒苋作为夏绿肥经常与其他作物间作ꎬ 很多研究表明籽粒苋可以

提高土壤钾的有效性ꎮ 李廷轩[６] 指出籽粒苋可以分泌大量有机酸对土壤中矿物态钾、 缓效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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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溶解释放作用ꎻ 王隽英等[７]指出籽粒苋吸收的钾ꎬ 土壤缓效钾占 ４１ ０１％~ ４１ ０１％ ꎬ 土壤矿物

钾占 ４２ １７％~ ５０ ９５％ ꎮ 钾肥价格不断上涨ꎬ 籽粒苋在农业生产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ꎮ
绿肥的腐解特性不仅受其内在特点的影响ꎬ 而且外部因素土壤水分状况、 温度及土壤类型都

会对绿肥腐解产生影响[８￣１２] ꎮ 由于土壤水分状况由降水量和人工灌溉决定ꎬ 因此土壤水分状况是

外部影响因素中最容易控制的ꎮ 本研究中通过监测籽粒苋还田进程中土壤可溶性碳、 Ｎｍｉｎ、 有效

磷、 速效钾与缓效钾含量的变化ꎬ 明确不同土壤水分条件对籽粒苋腐解进程的影响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供试籽粒苋品种为 Ｒ１０４ꎬ 播种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 日ꎬ 播种地点为山东沂南县双堠镇

(Ｎ ３５ ５５°ꎬ Ｅ １１８ ４７°)ꎬ 种植密度 １ ４ × １０５株 / ｈｍ２ꎮ 生长 ５５ ｄ 收获籽粒苋自然风干基本农化性

状: Ｃ / Ｎ 比 ２２ ８ꎬ 碳含量 ５２８ｇ / ｋｇꎬ 氮含量 ２ ３１％ ꎬ 磷含量 ０ ３２％ ꎬ 钾含量 ２ ６７％ ꎮ
１ ２　 实验设计

采用室内恒温培养模拟籽粒苋还田ꎬ 实验设置 ３ 个处理ꎬ 分别是 Ｓ５５ (田间持水量的 ５５％ )、
Ｓ７０ (田间持水量的 ７０％ )、 Ｓ８５ (田间持水量的 ８５％ )ꎬ 称取过 ２ ｍｍ 筛的风干土 １００ ｇ 和粉碎

的自然风干的籽粒苋植株 ２ ｇ (过 ２ ｍｍ 筛)ꎬ 混匀装入直径 ６ ｃｍꎬ 高 １１ ｃｍ 的圆柱形塑料桶中ꎬ
桶口用半透膜密封ꎬ 放入 ２５℃恒温培养箱培养ꎮ 每隔 ３ ｄ 采用称重法补充水分ꎮ 每个处理 ２１ 盆ꎮ

供试土壤来自山东诸城洛庄烟草实验站 (Ｎ ３５ ９９°ꎬ Ｅ １１９ ４２°) 的棕壤土ꎮ 供试土壤基本

性状如下: ｐＨ 值 ８ ０７、 有机质含量 ２５ ６ ｇ / ｋｇ、 全氮含量 ５ ５３ ｇ / ｋｇ、 碱解氮含量 ５４ ３ ｍｇ / ｋｇ、
全磷含量 ０ ０９ ｇ / ｋｇ、 有效磷含量 １３ ０ ｍｇ / ｋｇ、 全钾含量 １５ ８ ｇ / ｋｇ、 缓效钾 ７８１ ３ ｍｇ / ｋｇ、 速效

钾含量 １４０ ｍｇ / ｋｇꎮ
１ 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土壤可溶性碳含量ꎬ 利用 ０ ５ ｍｏｌ / Ｌ 的 Ｋ２ＳＯ４ (水土比为 ５１) 浸提ꎬ 采用 Ｍｕｔｉ Ｎ / Ｃ￣３１００
型 ＴＯＣ 分析仪测定ꎻ 土壤 Ｎｍｉｎ含量ꎬ 利用 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ＫＣｌ (水土比为 ５１) 浸提ꎬ 采用连续流动

分析仪测定ꎻ 土壤有效磷风干土样 ２ ５０ ｇꎬ 加入 ５０ ｍＬ ０ ５ ｍｏｌ / Ｌ ＮａＨＣＯ３溶液ꎬ 放入 ２００ ｍＬ 振

荡瓶中ꎬ 加 １ ｇ 无磷活性炭ꎬ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下振荡 ３０ ｍｉｎꎬ 用无磷滤纸过滤后用连续流动分析仪测

定ꎻ 土壤缓效钾含量利用 １ ｍｏｌ / Ｌ 硝酸浸提、 土壤速效钾含量利用 １ ｍｏｌ / Ｌ 乙酸铵浸提后ꎬ 均采

用火焰光度法测定ꎮ
１ ４　 数据分析

表观释放率 (％ ) ＝ 土壤养分增量 / 添加籽粒苋养分含量量 × １００

２　 结果

２ １　 不同水分条件下土壤 ＤＯＣ 含量的变化

图 １ 土壤 ＤＯＣ 含量的变化显示ꎬ 土壤经过 ５６ ｄ 的室内恒温培养后ꎬ 不同处理间土壤 ＤＯＣ 没

有显著差异ꎮ 但在培养的初始阶段ꎬ 相对持水量 ８５％ 的水分条件下( Ｓ８５)土壤 ＤＯＣ 含量最大ꎬ
而相对持水量 ５５％ (Ｓ５５)的水分条件土壤 ＤＯＣ 含量最低ꎬ 并且不同水分条件下的土壤 ＤＯＣ 含量

差异性达到显著水平ꎮ 此外ꎬ 在培养 ０ ~ ７ ｄꎬ 土壤 ＤＯＣ 含量不断降低ꎬ 至培养的 １４ ｄ 土壤 ＤＯＣ
含量相对稳定ꎬ 其中ꎬ Ｓ８５ 土壤 ＤＯＣ 含量下降速率是相 Ｓ７０ 条件下的 １ ３２ 倍ꎬ 是 Ｓ５５ 条件下的

１ ８２ 倍ꎮ
２ ２　 不同水分条件下土壤 Ｎｍｉｎ的变化

图 ２ 中 Ｎｍｉｎ变化显示ꎬ 不同水分条件下培养 ５６ｄ 后ꎬ 相对持水量 ８５％ (Ｓ８５) 与 ７０％ (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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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分条件土壤 Ｎｍｉｎ含量是相对持水量 ５５％ (Ｓ５５) 条件下的 １ ２２ 倍、 １ １５ 倍ꎬ 并且差异性达

到了显著水平ꎮ 培养期间ꎬ Ｎｍｉｎ含量培养前期持续增加ꎬ 培养 ０ ~ ７ ｄꎬ Ｎｍｉｎ含量增加速率 Ｓ８５ >
Ｓ７０ > Ｓ５５ꎻ 培养 ２８ 后ꎬ Ｎｍｉｎ含量相对稳定ꎮ

图 １　 土壤可溶性碳的变化

Ｆｉｇ 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图 ２　 土壤无机氮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ｍ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 ３　 不同水分条件下土壤有效磷的变化 (图 ３)
培养初期各水分处理下ꎬ 土壤有效磷含量降低ꎬ 培养 ２ ｄ 时有效磷含量与起始时相比ꎬ Ｓ５５、

Ｓ７０、 Ｓ８５ 分别下降 ９ ８％ 、 １７ １％ 、 ２０ ６％ ꎻ 在培养的 ２ ~ ２８ ｄ 期间ꎬ 不同水分处理下土壤有效

磷逐渐增加ꎻ 而培养 ２８ ｄ 以后ꎬ 有效磷含量基本保持稳定ꎬ 并且 Ｓ８５ ﹥ Ｓ７０ ﹥ Ｓ５５ꎬ 但不同水分

处理条件下有效磷含量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ꎮ 培养结束时ꎬ 不同水分处理下有效磷含量相比没有

添加籽粒苋的基础土壤ꎬ 有效磷含量显著增加ꎮ
２ ４　 不同水分条件下土壤速效钾、 缓效钾的变化 (图 ４)

籽粒苋腐解显著提高了土壤速效钾与缓效钾的含量ꎬ 相比基础土壤ꎬ 速效钾与缓效钾分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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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增加 ３２９ ４ ｍｇ / ｋｇ、 １２４ ０ ｍｇ / ｋｇꎮ 不同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都表现出培养初期迅速增加ꎬ 达到

某一值后ꎬ 随着培养进程的推进土壤速效钾含量开始缓慢的降低ꎮ Ｓ５５、 Ｓ７０、 Ｓ８５ 三个处理土壤

速效钾最大值分别出现在培养的第 １４ ｄꎬ 第 １４ ｄꎬ 第 ２ ｄꎻ 培养结束时ꎬ 土壤速效钾含量为

Ｓ５５ > Ｓ７０ > Ｓ８５ꎻ 并且 Ｓ５５ 的速效钾含量与 Ｓ８５ 具有显著差异ꎮ 图 ４ 缓效钾的变化显示ꎬ 经过

５６ ｄ的培养ꎬ 不同水分条件下缓效钾含量表现出显著的差异ꎻ 土壤缓效钾含量 Ｓ８５ > Ｓ７０ > Ｓ５５ꎬ
并且 Ｓ８５ 与 Ｓ５５ 差异性达到了显著水平ꎮ

图 ３　 土壤有效磷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ｏｉ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图 ４　 土壤速效钾与缓效钾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 ５　 不同水分条件下籽粒苋养分的表观释放率

籽粒苋氮、 磷、 钾养分表观释放率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 (表 １)ꎬ 不同处理间氮表观释放

率在 １８％~ ２５％ ꎬ 磷表观释放率分别在 １８％~ ２５％ ꎬ 钾表观释放率在 ９４％~ ９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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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籽粒苋氮、 磷、 钾养分表观释放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表观释放率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Ｎ Ｐ Ｋ

Ｓ５５ １８ ４％ ２４ ６％ ９６ ２％
Ｓ７０ ２３ ５％ ２４ ０％ ９４ ０％
Ｓ８５ ２５ ０％ ２１ ６％ ９９ ７％

　 　 注: 表中表观释放率为培养 １４ ｄ 时计算结果

Ｎｏｔ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１４ ｄ

３　 讨论

３ １　 籽粒苋腐解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种植翻压绿肥有助于土壤养分的提高ꎬ 豆科绿肥可以固氮ꎬ 十字花科绿肥能够活化土壤中难

溶磷ꎬ 而苋科绿肥能够富集土壤钾ꎻ 绿肥可以吸收土壤残留养分ꎬ 还田后再将养分释放ꎮ 土壤溶

解性有机碳是土壤微生物可以直接利用的有机碳源ꎬ 并影响土壤中有机和无机质的转化、 迁移和

降解[１３] ꎮ 研究表明豆科、 苋科、 禾本科绿肥还田均可以提高土壤 ＤＯＣ 含量[１４] ꎮ 研究中随着高

含碳量籽粒苋的加入ꎬ 土壤 ＤＯＣ 含量显著增加ꎬ 而随着培养进程的推进土壤 ＤＯＣ 含量出现了显

著降低ꎻ 培养过程中土壤可溶性碳显著降低与土壤微生物快速繁殖ꎬ 组成可溶性碳的溶解性糖、
溶解性酚酸等简单可溶化合物被微生物短时间内消耗殆尽有关[１５] ꎮ 土壤中氮的形态分为无机氮

和有机氮ꎬ 绝大部分是以有机态氮的形势存在ꎬ 但是有机态氮需要通过矿化作用转化成无机态氮

(ＮＨ ＋
４ ￣Ｎ 和 ＮＯ －

３ ￣Ｎ) 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１６] ꎮ 土壤中无机态氮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微生物的活动

引起的ꎬ 腐解过程中微生物大量繁殖ꎬ 促进籽粒苋中有机氮的矿化ꎬ 无机氮含量增加ꎮ 国内外大

量的试验证明绿肥对土壤磷库具有调节作用ꎬ 能够调节土壤磷的有效[１７￣２３] ꎬ 特别是在磷素含量

较低的土壤环境中ꎬ 对有效磷含量的增加具有显著作用[２４] ꎬ 研究中籽粒苋还田土壤有效磷含量

增加ꎮ 籽粒苋是一种富钾植物ꎬ 具有较强的养分富集能力ꎬ 并且对土壤中潜在钾素有较强的活化

和吸收能力ꎬ 因而翻入土壤对缓效钾、 速效钾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２５￣２６] ꎮ
３ ２　 水分对籽粒苋腐解养分释放的影响

绿肥还田后受到土壤中很多因素的影响ꎬ 如土壤中的水分含量、 土壤温度、 土壤质地、 入土

深度、 粉碎程度等ꎮ 土壤中的水分会对微生物的活动产生影响ꎬ 一般情况下ꎬ 如果水分含量过

低ꎬ 会对微生物的活动产生抑制作用ꎬ 若水分含量过高则土壤的通气条件变差ꎬ 都会影响绿肥腐

解过程中养分的释放ꎮ 有研究表明ꎬ 在绿肥腐解前期ꎬ 腐解速率较快ꎬ 需要水分较多ꎬ 后期腐解

速率减慢ꎬ 需要水分较少[２７] ꎮ 本实验中结果表明ꎬ 土壤湿度越高ꎬ 籽粒苋的腐解速率越大ꎮ 田

间持水量 ８５％ 的处理中籽粒苋腐解速率最快ꎬ 但是与持水量 ７０％ 的处理差异不是很显著ꎬ 考虑

到在实际生产中北方地区干旱缺水ꎬ 建议选择土壤含水量调控到 ７０％ 即可ꎬ 因为此土壤湿度下

既保证了绿肥较快的养分释放速率又能节约利用水资源ꎮ

４　 结论

籽粒苋还田后土壤水分含量相对越高ꎬ 养分释放越快ꎻ 籽粒苋氮、 磷、 钾养分表观释放率表

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ꎬ 钾表观释放率较高ꎬ 氮与磷表观释放率较低ꎮ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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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ｎ Ｍｉｎｇｘｉａｎꎬ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ｒｅｅ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Ｚｉｎ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ａｎｄ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ｖｅｒｙ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ｔ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ｕｓｅ 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１ 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ａｂｏｕｔ ２２％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ｆｏｒ ｆｏｏｄꎬ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ｕｅ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ｏ ｏｖｅｒ ５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０ꎬ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ꎬ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Ｎ)ꎬ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Ｐ)ꎬ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Ｋ)ꎬ ｉ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ｚｉｎ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ｏ ｓｐｒｅａ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ꎬ ｚｉｎ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ａｒｌｙ ５０％ ｏｆ ａｒａｂｌｅ
ｓｏｉｌｓ ａｒｅ ｌｏｗ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Ｚｎꎬ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Ｚｉｎｃ ｉｎ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ｉｎｃ (Ｚｎ)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Ｚ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ｘ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Ｚｎ ｐｌａｙ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ｂ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ｉｃ ａｎｈｙｄｒａｓｅꎬ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Ｐｌ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Ｚｎ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ꎬ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ｘ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ｅ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Ｚ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Ｚｉｎ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Ｚ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ｃｏｍ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ａｓ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ｕｎｔ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ꎬ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 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Ｚ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ꎻ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ｊｕｒｙ ｂｙ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 ｏ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ｕｎｇ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Ｚｉｎｃ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 Ｚｎ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ｙｐｔｏｐｈ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ｏｆ ＩＡＡꎬ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ｏｒｍ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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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ｘｉｎ Ｔｈｅ Ｚｎ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ｕｌｐｈｙｄｒｙ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Ｔｏｄａｙꎬ ｉｔ ｉ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５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ｃｅｒｅ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ｚｉｎ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ｔｗｏ￣ｔｈｉ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ｇｒｏｗ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ｏｎ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ｚｉｎｃ Ｗｈｅａｔ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ｏｗｎ ｏｎ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ꎬ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 ｒａｉｎｆ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ｚｉｎｃ ｌ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ｂ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ｚｉｎｃ￣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ｈｏｗ ａ ｈｉｇｈ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ｒｏｕｇｈｔꎬ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
ｓｔｕｎｔ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Ｚｉｎ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ｓ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ꎬ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ｉ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１９８０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ｉｌ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ｆｉｃｅ ).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５１％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ｒｅ Ｚ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４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Ｚ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ｏｉｌ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ｓｏｉｌ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ꎬ ｎｏｒ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７０％ ꎬ ４８％ ａｎｄ ３１％
Ｚ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ｏｉｌ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６０ ０００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３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ｚｉｎ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６１％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Ｚ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ꎬ 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８０％ ꎬ ６８％ ａｎｄ ５９％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Ｊｉｎꎬ Ｊｉｙｕｎꎬ ＩＦＡ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０６ ).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Ｚ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ｓｏｉｌｓꎬ ｅｓｐ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ｒｏ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Ｚ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Ｚ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０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Ｚｉｎ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ＺＡ)ꎬ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Ｕ)ꎬ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ｏ￣Ｔｅｃｈ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ＮＡＴＥＳＣ )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Ａ)ꎬ Ｐ Ｒ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Ｚｎ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ꎻ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Ｚ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Ｚ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Ｚ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２０ ｆｉｅｌｄ ｔｒｉａｌｓꎬ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１４０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ｓꎬ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１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ｃｒｏ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Ｚ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Ｚ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ｉｅｌ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ｚｉｎ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ｌｉｍｉ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ꎻ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ꎬ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ｇｒａｉｎ ｚｉｎ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ｔｏ ｄａｉｌｙ ｚｉｎｃ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４７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ｂｙ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８ ５％ ｉｎ １４ ｍａｊ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ꎬ Ｙｕｎｎａｎꎬ Ｈｕｎａｎ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ｒｏ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 ９％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ａｔ ９ ５％ : １０ ４ ｏｆ ｗｈｅａｔꎬ ６ ３％ ｆｏｒ ｃｏｒｎꎬ ７ ７％
ｆｏｒ ｒｉｃｅꎬ ３４％ ｆｏｒ ｐｏｔａｔｏꎬ ５ ３％ ｆ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ꎬ ６ ２％ ~ ８ ０％ ｆｏｒ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 ａｎｄ ８ ８％ ｔｏ １１ ９％ ｆｏｒ
ｆｒｕｉｔｓ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ｅｓｔｅｄ ｃｒｏ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ＲＭＢ) ｐｅｒ ｋｇ ｚｉｎｃ ｓｕｌｐｈａｔ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９０ ｔｏ １９８ 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ｒｏｐｓꎬ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ｏｆ １８０ ｔｏ ２８０ 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ｃｏｔｔｏｎꎬ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ｂｙ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６ ８％ ａｔ １５ ｋｇ ＺｎＳＯ４Ｈ２Ｏ / ｈｍ２ ａｎｄ ９ ４％ ａｔ
３０ ｋｇ ＺｎＳＯ４Ｈ２Ｏ / ｈｍ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ꎻ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ｔ １５ ｋｇ ＺｎＳＯ４Ｈ２Ｏ / ｈｍ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ｂｙ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６ ６％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ꎻ ７ ９％ ｆｏｒ ｆｏｌｉａｒ ｓｐｒａｙꎻ ａｎｄ １３ １％ ｆｏ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Ｏｎ
ｔｈｅ １１０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ｕｐ ｔｏ １５％ ꎬ ｗｉｔｈ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７ ８％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５ ７％ ｆｏｒ ｆｏｌｉａｒ ｓｐｒａｙꎻ ａｎｄ １０ 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 (ＲＭＢ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ｅｒ ｋｇ ｚｉｎｃ ｓｕｌｐｈａｔｅ) ｏｆ ２４２ꎬ ６４ ａｎｄ ６６２ ｆｏｒ
ｓｏｉｌꎬ ｆｏｌｉａｒ ｓｐｒａｙ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１５ ｋｇ ＺｎＳＯ４Ｈ２Ｏ / ｈｍ２ ｒａｔ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Ｚｉｎ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Ｚ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ｉｎｓ (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ｎ) ｂｙ ２０％ ｔｏ ４０％ ｏｖ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ｆｏｌｉａｒ ｓｐｒａ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ｕｓ ｆｏｌｉａｒ ｓｐｒａ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Ｚ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ｈｅａｔ ｇｒａｉ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Ｚ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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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作物肥料效应函数模型研究进展与展望∗

章明清∗∗ꎬ 李　 娟ꎬ 孔庆波ꎬ 严　 芳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ꎬ 福州　 ３５００１３)

摘　 要: 在过去四十年里ꎬ 肥料效应函数模型研究和应用取得重要进展ꎬ 业已成为我国测土配方施肥的主要技

术依据和一个分支体系ꎬ 其中二次多项式是研究和应用最多的肥效模型ꎮ 本文对经验肥效模型的类型及其适用

性、 试验设计、 参数估计、 类特征肥效模型、 非典型式推荐施肥优化方法以及函数法与土测值的结合等方面的

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综述ꎮ 在此基础上ꎬ 分析了问题产生原因和主要诊断方法ꎮ 为此ꎬ 建议未来要深入探讨消

除或缓解多元肥效模型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危害的补救措施及其有效应用条件ꎻ 研发非结构肥效模型ꎬ 克服经

验肥效模型专业假设的不合理性ꎻ 在大量 “３４１４” 试验资料基础上开展作物肥效参数识别技术研究ꎬ 为肥效模

型实现微观指导和推荐施肥软件系统研发提供理论模型依据ꎮ
关键词: 肥效模型ꎻ 共线性ꎻ 异方差ꎻ 非结构模型ꎻ 肥效参数ꎻ 参数识别

作物肥效模型可分为结构模型 (机理模型) 和经验模型两类[１] ꎮ 结构模型是根据作物养分

吸收机理和营养过程而建立的数学模型ꎬ 用于估算作物对养分的需求量ꎮ 这种模型的优点是考虑

了植物营养过程ꎬ 缺点是模型复杂ꎬ 所需参数多ꎬ 实际应用尚有困难ꎮ 经验模型则不考虑作物营

养机理及其逻辑关系ꎬ 是根据肥料田间试验结果、 建立在生物统计基础上的回归模型ꎬ 进而计算

出代表性地块的推荐施肥量以及肥料间的交互效应等施肥参数ꎬ 具有直观、 简便易行和利于宏观

调控等优点ꎮ 鉴于经验肥效模型是直接 “问询” 于农作物而得ꎬ 其计量准确性和真实性非其他

方法所能比拟[２] ꎬ 是当前国内外实现计量施肥的主要技术方法[１ꎬ３￣６] ꎮ
但在施肥实践上ꎬ 经验肥效模型存在大量非典型式[７￣８] ꎬ 至今未能较好地解决ꎬ 严重制约了

该法的计量精确性和应用价值ꎮ 可惜的是ꎬ 近十多年来发表的众多作物肥效模型研究文献大都属

于应用研究范畴[９￣１４] ꎬ 鲜见针对肥效模型本身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文献公开发表ꎮ 我国自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十年来在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中ꎬ 开展了大量的氮磷钾田间肥效试验ꎬ 所得试验数

据之多和范围之广是罕见的ꎮ 在目前ꎬ 如何正确利用这些试验结果来指导作物合理施肥是一个大

问题ꎮ 本文在归纳总结作物肥效模型过去四十年来主要研究进展的基础上ꎬ 探讨经验肥效模型本

身存在的科学问题及其改进的若干建议ꎬ 以期为正确建立施肥模型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ꎮ

１　 经验肥效模型的研究进展

１ １　 经验肥效模型常见模式及其适用性

在不同生产条件下ꎬ 作物施肥的增产效应有不同表现ꎬ 因而反映施肥量与作物产量数量关系

的肥效函数模式也不同ꎮ 迄今为止ꎬ 提出的经验模型已有 １０ 余种[１５￣１８] ꎬ 其中ꎬ 常见的单个肥效

方程汇总于表 １ꎮ 其中的一元线性肥效模型、 米氏肥效方程和斯皮尔曼方程不能反映过量施肥的

减产效应ꎬ 适用于土壤肥力较低和施肥量不大的肥料效应模式ꎬ 而多项式模型和逆多项式模型则

可反映过量施肥的减产效应ꎮ 平台函数和对数转换函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在到达最高产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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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一段平缓或水平效应曲线或曲面ꎮ 为进一步扩大经验模型的适用范围ꎬ 有些研究者还将土壤

测试值、 气候因子等地点变量作为自变量直接引入肥料效应函数ꎬ 建立了包含施肥量和地点变量

的综合模型[１９￣２１] ꎮ

表 １　 常见单个方程的肥料效应函数类型[１ꎬ１６]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ｂａｓ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１ꎬ１６]

模型类型
Ｍｏｄｅｌ ｔｙｐｅｓ

函数类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典型效应方程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数学形式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线性函数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线性方程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Ｙ＾ ＝ ｂ０ ＋ ｂ１Ｘ

多项式函数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二次多项式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Ｙ＾ ＝ ｂ０ ＋ ｂ１Ｘ ＋ ｂ２Ｘ２ 模型系数为正体

三次多项式
Ｃｕｂ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Ｙ＾ ＝ ｂ０ ＋ ｂ１Ｘ ＋ ｂ２Ｘ２ ＋ ｂ３Ｘ３ 模型系数为正体

指数函数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米氏方程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ｓ￣Ｍｅｎｔｅ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Ｙ＾ ＝ Ａ [１ － ｅｘｐ ( － ｃＸ)] 公式中 Ｘ 斜体

一元肥效模型
Ｏｎｅ￣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斯皮尔曼方程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Ｙ＾ ＝ Ａ (１ － ＲＸ)

平台函数[２７]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线性 ＋ 平台函数
Ｌｉｎｅａｒ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Ｙ＾ ＝ ｂ０ ＋ ｂ１Ｘꎬ (Ｘ < ｃ)ꎬ Ｙ ＝ Ｐꎬ (Ｘ≥ｃ)

二次 ＋ 平台函数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Ｙ＾ ＝ ｂ０ ＋ ｂ１Ｘ ＋ ｂ２Ｘ２ ꎬ (Ｘ < ｃ)ꎬ Ｙ ＝ Ｐꎬ (Ｘ≥ｃ)

逆多项式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逆线性多项式
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Ｙ＾ ＝
ｂ０ ＋ ｂ１Ｘ ＋ ｂ２Ｘ２

１ ＋ ｂ３Ｘ

逆二次多项式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Ｙ＾ ＝
ｂ０ ＋ ｂ１Ｘ

１ ＋ ｂ２Ｘ ＋ ｂ３Ｘ２

二元或三元肥效模型
Ｂｉｎａｒｙ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ｏｄｅｌ

多项式函数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二次多项式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Ｙ＾ ＝ ｂ０ ＋ ｂ１Ｘ１ ＋ ｂ２Ｘ２ ＋ ｂ３Ｘ２
１ ＋ ｂ４Ｘ２

２ ＋ ｂ５Ｘ１Ｘ２

Ｙ＾ ＝ ｂ０ ＋ ｂ１Ｘ１ ＋ ｂ２Ｘ２ ＋ ｂ３Ｘ３ ＋ ｂ４Ｘ２
１ ＋ ｂ５Ｘ２

２ ＋ ｂ６Ｘ２
３ ＋

ｂ７Ｘ１Ｘ２ ＋ ｂ８Ｘ１Ｘ３ ＋ ｂ９Ｘ２Ｘ３

０ ５ 次多项式
Ｓｑｕａｒｅ ｒｏｏｔ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Ｙ＾ ＝ ｂ０ ＋ ｂ１ Ｘ０ ５
１ ＋ ｂ２Ｘ０ ５

２ ＋ ｂ３Ｘ１ ＋ ｂ４Ｘ２ ＋ ｂ５Ｘ０ ５
１ Ｘ０ ５

２

对数函数[２８]

Ｌｏ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对数转换式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ｎＹ＾ ＝ ｂ０ ＋ ｂ１ ｌｎＸ２ ＋ ｂ３ (ｌｎ Ｘ１ ) ２ ＋ ｂ４ ｌｎ (Ｘ１ ) ｌｎ (Ｘ２ )

逆多项式函数[１６]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减产逆多项式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ｙｉｅｌｄ

１
Ｙ＾

＝ １
１ － Ｎ / ａ

１
Ａ ＋ １

ＢＮＮ
＋ １

ＢＰＰ
＋ １

ＢＫＫ( )

　 　 注: 模型中的 Ｙ 表示产量ꎬ Ｘ 表示施肥量ꎬ Ｘ１ 、 Ｘ２ 、 Ｘ３ 或 Ｎ、 Ｐ、 Ｋ 分别表示 Ｎ、 Ｐ２ Ｏ５ 、 Ｋ２ Ｏ 施肥量ꎬ 其他

符号为模型系数

Ｎｏｔｅ: 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ａｓ ｏｕｔｐｕｔꎬ ａｎｄ Ｘ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Ｘ１ ꎬ Ｘ２ ꎬ Ｘ３ ｏｒ Ｎꎬ Ｐꎬ Ｋ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Ｎꎬ Ｐ２ Ｏ５ ａｎｄ Ｋ２ 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ｔｈ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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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不同肥效模型的适用性ꎬ 毛达如和张承东[２１] 对 ２ 次、 １ ５ 次、 ０ ７５ 次和 ０ ５ 次的氮

磷多项式肥效模型进行比较研究ꎬ 表明在灌溉地上二次多项式能较好地反映小麦的肥效规律ꎮ
Ｃｅｒｒａｔｏ 和 Ｂ１ａｃｋｍｅｒ[１７]以及杨靖一等[２２] 、 陈新平等[２３] 对蔬菜、 冬小麦和夏玉米的多项式、 线性

或二次函数加平台等氮肥效应模型进行了比较研究ꎬ 表明线性或二次型 ＋ 平台模型的推荐施氮量

大大低于二次型模型ꎬ 但二次型模型的通用性较强ꎮ 针对米氏方程不能反映过量施肥的减产效

应ꎬ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２４]和从容[２５]提出了改进建议ꎬ 但改进的模型是否比一元二次多项式更具有优越性

则未见更多相关报道ꎮ 侯彦林[２６]提出的生态平衡施肥模型ꎬ 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现有肥效模型的

建模思路ꎮ
对不同生产条件和作物肥效模型的适宜模式进行了许多研究ꎬ 一般认为ꎬ 二次多项式肥效方

程能普遍较好地反映作物产量和施肥量之间的数量关系ꎬ 模型计算和参数估计简便易行ꎬ 是研究

和应用最多的模型种类[１２￣１３ꎬ２２] ꎬ 其他肥效模型类型至今仍缺少广泛区域和作物的适用性检验ꎮ 令

人遗憾的是ꎬ 在施肥实践上ꎬ 二次多项式肥效模型存在大量非典型式ꎮ 研究表明ꎬ 一元模型典型

式仅约占 ６０％ ꎬ 二元模型典型式则占 ４０ ２％ [７] ꎬ 三元模型典型式更低至 ２３ ６％ [８] ꎮ 任何田间试

验都可能存在失误从而导致失败ꎬ 但是ꎬ 在不同肥料之间、 肥料与其他产量限制因子之间存在着

复杂的联姻关系ꎬ 没有理由认为其余的过半数试验都是失误ꎮ
为了提高经验肥效模型的适用性和典型肥效模型出现几率ꎬ 国内外学者除就模型的选择和改

进进行了许多探讨外ꎬ 对肥效试验设计、 参数估计、 推荐施肥和等建模环节也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ꎮ
１ ２　 肥效试验设计及其改进

要建立可靠的肥效模型必须以正确的试验设计为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以建立肥效模

型为目的的多元肥料试验设计在我国得到普及推广ꎮ 由于多因素肥效试验设计完全方案的处理数

过多ꎬ 难以被广泛接受ꎬ 部分实施方案便取代了完全方案ꎮ 目前ꎬ 应用广泛的试验设计方法[２]

主要有二因素 ３ × ３ 设计、 二因素重复 Ｄ￣饱和设计、 三因素正交设计、 三因素回归最优设计和三

因素通用旋转设计等ꎮ
原则上ꎬ 多因素部分实施方案应能包含完全实施方案的所有处理产量的可能空间ꎮ 但是ꎬ 随

着研究的深入和累积资料的增多ꎬ 人们发现有些多元肥效模型虽然有很好的统计显著性ꎬ 但模型

的预测预报性能不良ꎬ 使回归模型丧失了实用价值ꎮ 主要原因是这种部分实施方案的因子组合仅

考虑到数学上最优ꎬ 导致处理组合大部分分布在因子空间的表面ꎬ 而施肥技术领域最为关心的中

等至中上等施肥量区间即因子空间的中间部分却极少或无试验处理组合ꎬ 或者ꎬ 有的试验设计方

案的信息矩阵行列式值接近于零ꎬ 使最小二乘法估计变劣ꎮ 吴平和陶勤南[２９] 首先发现这一问题ꎬ
对三因素 Ｄ￣饱和最优设计在处理组合选择上适当放弃了统计学上的优良性ꎬ 使 １０ 个处理中有 ６
个处理组合分布在因子空间内部ꎬ 较好地满足了农化研究的要求ꎬ 取得了明显的改善效果ꎮ

近十年来ꎬ 在总结多因素肥效试验设计研究结果基础上ꎬ 农业部在国家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中

提出了氮磷钾 “３４１４” 试验设计方案[３０￣３１] ꎮ 该试验方案不仅具有回归最优设计处理少、 效率高

的优点ꎬ 而且试验处理组合符合肥料试验和施肥决策的专业要求ꎻ 既可以用于建立三元肥效模

型ꎬ 又可以用于建立三个二元肥效模型和三个一元肥效模型ꎬ 提高了试验效率ꎻ 另一个优点是编

码值有直观可比性ꎬ 便于田间示范ꎮ 因此ꎬ “３４１４” 设计方案是当前一种优秀的肥效试验设计

方案ꎮ
１ ３　 模型参数估计方法及其改进

参数估计是肥效模型建模的重要技术环节ꎬ 当前主要采用最小二乘法ꎮ 但著名的米氏肥效方

程等指数曲线模型最早是采用 “三元法” [１８] ꎬ 此法不能使参数估计达到优化水平ꎬ 后来人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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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方程转化为多项式方程[１５] ꎬ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解方程参数ꎮ 参数估计虽然能达到优化

水平ꎬ 但是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数据分布趋势有严格要求ꎬ 用于拟合田间试验数据常出现病态方

程ꎮ 为此ꎬ 进一步提出了米氏肥效方程灰色建模法[３２] ꎬ 较好克服了上述两种方法的局限性ꎮ
针对多元肥效模型存在大量非典型式的事实ꎬ 为提高典型肥效模型的出现几率ꎬ 章明清

等[３３]提出了蒙特卡洛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建模法ꎬ 其基本思路是利用肥效模型系数的先验信息ꎬ 分

别设定各系数的取值范围ꎬ 并在此范围内用众多随机数代入方程得到随机解ꎬ 然后从众多随机解

中选择专业最优的模型结果ꎮ 因此ꎬ 这种方法需要计算足够多的随机解才能得到稳定且准确的结

果ꎬ 是以时间换取精度的计算方法ꎮ 在粮油作物的 ６７ 个二元和 ５９ 个三元二次多项式肥效模型

中ꎬ 典型式出现几率分别为 ５６ ７％ 和 ３７ ３％ ꎬ 是最小二乘法的 ２ ５ 倍和 ２ ２ 倍ꎮ 与最小二乘法

相比ꎬ 蒙特卡洛法是在参数寻优时牺牲数学上偏差平方和最小的优良性ꎬ 使待估参数达到专业上

最优而数学上较优ꎬ 从而提高典型肥效模型的出现机率ꎮ
１ ４　 类特征肥效模型 (区域施肥模型) 的研究

如何对多点肥料试验资料进行归纳总结ꎬ 正确建立区域施肥模型ꎬ 使之成为施肥决策的依据ꎬ
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ꎮ 迄今不少学者提出了许多分类或聚类方法ꎬ 诸如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

后ꎬ Ｃｏｌｗｅｌｌ[３４]提出了回归系数平均法ꎬ 王兴仁等[３５]提出分类回归综合法ꎬ 毛达如和张承东[３６] 提出

动态聚类法ꎬ 杨守春和陈伦寿[３７]提出按照无肥区产量水平划分归类等ꎬ 吴良欢和陶勤南[３８] 对水稻

肥料效应的分类方法及其类内距离阈值的确定进行了探讨ꎮ 王兴仁等[３５] 以及毛达如和张承东[３６] 还

详细阐述了多点肥效试验资料进行分类或聚类的理论基础和方法ꎮ 纵观现有肥料效应分类或聚类方

法ꎬ 均是从多点肥料试验结果中找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类肥料效应函数ꎬ 作为推荐施肥的依据ꎮ 但

是ꎬ 有关肥效分类结果在类与类之间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差异ꎬ 在以往的研究中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ꎮ 此外ꎬ 不同聚类分析方法对作物肥效分类结果的影响及其有效性也鲜见研究报道ꎮ
１ ５　 非典型肥效模型建议施肥量的优化方法

肥效模型典型性判别也是建模的重要环节ꎬ 涉及肥料效应定量评价和推荐施肥量的可靠性问

题ꎬ 但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通常用于求推荐施肥量的边际产量导数法仅适用于典型肥效模

型ꎬ 不能用于大量存在的非典型肥效模型ꎮ 在这一方面ꎬ 王兴仁[７]曾对全国 １７９ 个不同类型的二

元多项式肥效模型的施肥意义和数学判别方法进行详细的讨论ꎮ 章明清等[８] 根据 ８９ 个水稻三要

素肥效模型的研究结果ꎬ 表明三元肥效模型典型性与模型极值存在与否与极值性质密切相关ꎬ 据

此可将三元肥效模型分为典型式和三种不同类型的非典型式ꎬ 提出了不同类型三元肥效模型的简

捷数学判别方法ꎮ 但限于当时的条件ꎬ 这些研究提出的施肥建议属于半定量性质ꎬ 未达到统计优

化水平ꎮ
事实上ꎬ 肥效模型来自田间试验结果ꎬ 必然反映了试验地土壤的真实情况ꎬ 即使是非典型式

也隐含着许多有用信息ꎮ 吴平和陶勤南[２９] 在研究三元肥效模型时提出用产量频率分析法来确定

最佳施肥量ꎬ 使定量技术达到优化水平ꎮ 章明清等[３３] 针对 “３４１４” 设计的试验资料发现ꎬ 对非

典型肥效模型采用产量频率分析法计算推荐施肥量ꎬ 因组合数太少导致推荐用量明显偏高或偏

低ꎮ 但在相同目标产量下ꎬ 改用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法推荐施肥ꎬ 推荐用量相当于相同试验地的典型肥

效模型的推荐用量ꎬ 结果明显优于产量频率分析法ꎮ
１ ６　 肥料效应函数与土测值的结合

为了使肥料效应函数法具有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的双重功能ꎬ 我国土肥科技工作者经过多年

努力ꎬ 于 １９９０ 年前后形成了 “先效应后测土” 的技术路线[２] ꎬ 即在田间试验前采集基础土样测

定速效养分含量等指标ꎬ 然后用田间试验结果建立肥效模型ꎻ 由此求出的最佳施肥量和产量信息

与有关土测值之间建立回归关系式ꎬ 达到用土测值来估算施肥量等参数的目的ꎬ 用于施肥实践ꎮ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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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春和陈伦寿[３８]巧妙地把作物产量视为基础产量和施肥效应两部分组成ꎬ 而基础产量被认为

可能与土壤氮、 磷养分含量有关ꎬ 从而建立包含土壤养分测试值和施肥量等因子变量的作物施肥

模型ꎬ 其相对误差不超过 １０％ ꎬ 可用于指导施肥ꎮ
综上所述ꎬ 在过去四十年里ꎬ 肥料效应函数模型的研究和应用取得重要进展ꎬ 业已成为我国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主要依据和一个分支体系ꎬ 其中研究和应用最多的是二次多项式肥效模型ꎮ
但是ꎬ 近年的研究表明ꎬ 当前 “３４１４” 设计的肥效试验资料既使采用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建模法ꎬ 二元

和三元模型的典型式比率也仅有 ５６ ７％ 和 ３７ ３％ [３４] ꎮ 这种成败几乎各半的建模结果ꎬ 不能不令

人深思经验肥效模型的科学性ꎮ

２　 经验肥效模型的局限性分析

经验肥效模型是建立在经典正态线性回归模型理论基础上的ꎬ 要正确使用回归模型就必须遵

守回归分析理论的基本假设ꎮ 这些假设主要包括[４０] : ①回归模型是参数的线性函数ꎻ ②自变量

Ｘ 独立于误差项ꎻ ③给定 Ｘꎬ 方程误差项是均值为零、 方差为常数的正态分布ꎬ 误差项不存在自

相关ꎻ ④观测次数必须大于参数个数ꎬ Ｘ 变量要有足够的变异ꎻ ⑤模型无设定偏误ꎬ 自变量间不

存在准确的线性关系ꎮ 因为国内相关教科书大都未明确列出这些假设条件ꎬ 其理论和应用价值至

今未能引起同行们的重视ꎮ 本文侧重于分析和讨论与肥效模型关系最密切的多重共线性、 异方差

以及模型专业假设不合理性等三个问题ꎬ 以期引起同行们的思考ꎮ
２ １　 经验肥效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经典回归分析理论假设回归模型的因变量 Ｘ ｉ之间不存在准确的线性关系ꎬ 也就是说ꎬ 各个

自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ｉｏｎｅａｒｉｔｙ) [３９￣４０] ꎮ 但在具体应用中ꎬ 受制于数据采集范围、 试

验设计和模型设定等因素制约ꎬ 多元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线性相关ꎮ 产生

多重共线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回归模型中所包含的自变量可能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ꎮ 强烈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会给普通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 检验与预测等方面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４０￣４１] ꎮ 在数理

统计学中ꎬ 多重共线性诊断有以下几个方法[４２] : ①多重共线性的典型特征是回归模型具有高的

Ｒ２ 值ꎬ 但模型参数 ｔ 检验却鲜见达到显著水平ꎻ ②自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ꎮ 此外ꎬ 检查偏

相关系数、 辅助回归、 试验设计矩阵特征值及病态指数、 方差膨胀因子等方法[３９ꎬ４３] 也是常用方

法ꎮ 作为一个经验法则ꎬ 如果一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超过 ５ ~ １０ꎬ 就认为自变量间存在高度共

线性[４２] ꎮ
当前常用的经验肥效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呢? 以福建 ６３０ 个水稻 (早稻 １７１ 个ꎬ 晚稻

１７１ 个ꎬ 中稻 ２８９ 个) 的 “３４１４” 试验设计资料为例ꎬ 分别计算三元二次多项式肥效模型和三元

平方根多项式肥效模型的自变量之间简单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 (表 ２ 和表 ３)ꎮ 初步分析表

明ꎬ 肥效模型中自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及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与 “３４１４” 试验设计的施肥

量无关ꎬ 但与肥效模型设定有关ꎮ 在三元二次多项式模型中ꎬ Ｘ１ 与 Ｘ１
２、 Ｘ２ 与 Ｘ２

２、 Ｘ３ 与 Ｘ３
２ 之

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０ ９４２ ９ꎬ Ｘ１ 与 Ｘ１Ｘ２ 或 Ｘ１Ｘ３ 之间、 Ｘ２ 与 Ｘ１Ｘ２ 或 Ｘ２Ｘ３ 之间、 Ｘ３ 与 Ｘ１Ｘ３ 或

Ｘ２Ｘ３ 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达到 ０ ７３８ ８ꎬ Ｘ１
２ 与 Ｘ１Ｘ２ 或 Ｘ１Ｘ３ 之间、 Ｘ２

２ 与 Ｘ１Ｘ２ 或 Ｘ２Ｘ３ 之间、 Ｘ３
２

与 Ｘ１Ｘ３ 或 Ｘ２Ｘ３ 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达到 ０ ７３２ ２ꎻ 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 １０ꎬ 平均达到

３１ ８９５ꎮ 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均表明ꎬ 二次多项式肥效模型自变量达到强烈共线性水平ꎮ 用

相同方法检验三元平方根多项式肥效模型ꎬ 结果显示ꎬ 自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

均明显大于二次多项式模型ꎬ 其中方差膨胀因子平均高达 １６３ ７２ꎬ 是二次多项式的 ５ 倍ꎬ 表明

平方根多项式的多重共线性程度更为严重ꎮ 由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的计算原理可知ꎬ 表 １ 中

类似多项式数学形式的肥效模型也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ꎮ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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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水稻氮磷钾 “３４１４” 肥效试验的三元二次多项式模型自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Ｉ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３４１４”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ｎ ｐａｄｄｙ ｒｉ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１
２ Ｘ２

２ Ｘ３
２ Ｘ１Ｘ２ Ｘ１Ｘ３ Ｘ２Ｘ３

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Ｘ１ １　 　 ３８ １２
Ｘ２ ０ ２５７ ６ １　 　 ３８ １２
Ｘ３ ０ ２５７ ６ ０ ２５７ ６ １　 　 ３８ １２
Ｘ１

２ ０ ９４２ ９ ０ ２２２ ２ ０ ２２２ ２ １　 　 １１ ８７
Ｘ２

２ ０ ２２２ ２ ０ ９４２ ９ ０ ２２２ ２ ０ １９９ ６ １　 　 １１ ８７
Ｘ３

２ ０ ２２２ ２ ０ ２２２ ２ ０ ９４２ ９ ０ １９９ ６ ０ １９９ ６ １　 　 １１ ８７
Ｘ１Ｘ２ ０ ７３８ ８ ０ ７３８ ８ ０ １６９ １ ０ ７３２ ２ ０ ７３２ ２ ０ １８３ ６ １　 　 ４５ ６９
Ｘ１Ｘ３ ０ ７３８ ８ ０ １６９ １ ０ ７３８ ８ ０ ７３２ ２ ０ １８３ ６ ０ ７３２ ２ ０ ５４７ ２ １　 　 ４５ ６９
Ｘ２Ｘ３ ０ １６９ １ ０ ７３８ ８ ０ ７３８ ８ ０ １８３ ６ ０ ７３２ ２ ０ ７３２ ２ ０ ５４７ ２ ０ ５４７ ２ １ ４５ ６９

　 　 注: Ｘ１ 、 Ｘ２ 、 Ｘ３ 分别表示 Ｎ、 Ｐ２ Ｏ５ 和 Ｋ２ Ｏ 施肥量ꎬ 下同

Ｎｏｔｅ: Ｘ１ ꎬ Ｘ２ ꎬ Ｘ３ ｗｅｒ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Ｎꎬ Ｐ２ Ｏ５ ａｎｄ Ｋ２ 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表 ３　 水稻氮磷钾 “３４１４” 肥效试验的三元平方根多项式模型自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ｑｕａｒｅ ｒｏｏｔ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３４１４”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ｎ ｐａｄｄｙ ｒｉ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Ｎꎬ Ｐ ａｎｄ 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Ｘ１
０ ５ Ｘ２

０ ５ Ｘ３
０ ５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１

０ ５Ｘ２
０ ５ Ｘ１

０ ５Ｘ３
０ ５ Ｘ２

０ ５Ｘ３
０ ５

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Ｘ１
０ ５ １　 　 ３９３ ８５

Ｘ２
０ ５ ０ ３２２ ９ １　 　 ３４ ６１

Ｘ３
０ ５ ０ ３２２ ９ ０ ３２２ ９ １　 　 ２８０ ４４

Ｘ１ ０ ９６１ ４ ０ ２８０ １ ０ ２８０ １ １　 　 １６６ ６９
Ｘ２ ０ ２８０ １ ０ ９６１ ４ ０ ２８０ １ ０ ２５７ ６ １　 　 １５ ３１
Ｘ３ ０ ２８０ １ ０ ２８０ １ ０ ９６１ ４ ０ ２５７ ６ ０ ２５７ ６ １　 　 ２０ ９６

Ｘ１
０ ５Ｘ２

０ ５ ０ ７５０ ２ ０ ７５０ ２ ０ １７７ ６ ０ ７３２ ８ ０ ７３２ ８ ０ １６２ ５ １　 　 ２８５ ０７
Ｘ１

０ ５Ｘ３
０ ５ ０ ７５０ ２ ０ １７７ ６ ０ ７５０ ２ ０ ７３２ ８ ０ １６２ ５ ０ ７３２ ８ ０ ５１２ ９ １　 　 ４１ ６９

Ｘ２
０ ５Ｘ３

０ ５ ０ １７７ ６ ０ ７５０ ２ ０ ７５０ ２ ０ １６２ ５ ０ ７３２ ８ ０ ７３２ ８ ０ ５１２ ９ ０ ５１２ ９ １ ２３４ ８７

当多元肥效模型中的两个自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线性相关时ꎬ 它们中的一个变量可以被另一个

变量完全或近似地表示ꎮ 此时ꎬ 这两个变量的相应系数值就只能反映它们对因变量的共同影响ꎬ
不能反映它们与因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ꎮ 可能导致的后果: ①肥效模型系数估计值对作物产量的

细小波动非常敏感ꎬ 难以精确估计ꎻ ②回归系数的符号有误ꎬ 诸如系数应该是负的ꎬ 结果恰恰是

正的ꎻ ③难以衡量各个回归变量对作物产量的贡献ꎬ 因为两个回归变量存在高度共线性时ꎬ 当其

中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ꎬ 另一个变量也自动随之发生变化ꎮ 作物肥效模型的一个科学价值是能够

根据模型系数大小ꎬ 定量分析和比较养分间对作物产量影响的数量关系ꎬ 以及不同区域的作物养

分效应的数量关系ꎬ 或同一区域不同作物的养分效应的数量关系ꎬ 等等ꎮ 但是ꎬ 由于多项式肥效

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ꎬ 导致它们的系数值大小失去了应有的肥效含义ꎬ 甚至出现反常

现象使结果难以解释ꎮ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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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ꎬ 多项式肥效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ꎬ 而且主要是由模型设定本身造成的ꎬ 与试验

设计方案关系不大ꎬ 这是当前多元肥效模型出现大量非典型式而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之一ꎮ
２ ２　 经验肥效模型的异方差问题

经典线性回归分析针对模型随机误差项 ｕ＾ 的一个重要假设是 ｕ＾ 在不同观测点具有同方差

性ꎬ 即误差项 ｕ＾ 的方差是一个等于 σ２ 的常数[４３] ꎮ 这意味着 ｕ＾ 具有相同的分散程度ꎬ 等同于给

定 Ｘ ｉ条件下的 Ｙ ｉ的条件方差ꎮ 但是ꎬ 这种等方差假设在实际问题中往往难以得到满足ꎮ 产生

异方差的主要原因[３９] : ①随着数据采集技术改进ꎬ σ２ 可能会减少ꎻ ②异常观测值导致出现异

方差ꎻ ③回归模型设定不正确ꎮ 一个经验法则[３９] 告诉我们ꎬ 当最大方差比最小方差的 １０ 倍还

大时ꎬ 我们就遇到了严重异方差问题ꎬ 此时普通最小二乘法就丧失了实用价值[３９ꎬ４４] ꎮ 异方差

诊断的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是模型残差分析ꎮ 当回归模型满足相关假设条件时ꎬ 残差图上 ｎ
个点的散布是随机的ꎬ 无任何规律ꎮ 如果存在异方差ꎬ 残差图上点的分布就会呈现出一定的

变化趋势ꎬ 如残差值增大或减少等ꎮ 异方差的严格诊断方法主要有等级相关系数检验、 帕克

检验、 怀特检验等[３９] ꎮ
作物肥效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呢? 同样以福建 ６３０ 个水稻 “３４１４” 试验设计资料为例探讨

这个问题ꎮ 根据空白区产量变化幅度ꎬ 将早稻、 晚稻和中稻稻田肥力水平划分为 “高”、 “中”
和 “低” ３ 个等级[９ꎬ４５￣４６] ꎮ 在此基础上ꎬ 分别建立各稻作 ３ 个肥力等级的氮磷钾肥效方程及其推

荐施肥量ꎬ 这是多点试验资料归纳汇总的一种常用方法ꎮ 按照经典回归分析假设ꎬ 各肥力等级的

肥效方程在其 １４ 个处理中应该具有相同的方差ꎮ 然而ꎬ 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ꎬ 针对各稻作每

个肥力等级内的 １４ 个试验处理ꎬ 分别计算各处理的模型产量拟合残差ꎻ 然后ꎬ 以各处理的试验

产量为 Ｘ 轴ꎬ 以拟合残差为 Ｙ 轴ꎬ 绘制图 １ 的残差散点图ꎮ ９ 个肥效模型的残差图一致表明ꎬ 随

着产量水平提高ꎬ 其拟合残差呈现逐渐散开的漏斗状分布趋势ꎬ 显示不同产量水平下残差的方差

不相等ꎬ 总体上误差方差是随着产量水平的提高而增加ꎮ 严重异方差将导致肥效模型: ①最小二

乘法参数估计不再具有最小方差的优良性ꎬ 即不再是有效的ꎬ 对大样本也是如此ꎬ 这是一个不可

原谅的严重问题ꎻ ②参数估计值的方差是有偏的ꎬ 且无法辨别是正的还是负的偏差ꎬ 导致肥效模

型的 ｔ 统计量和 Ｆ 统计量不再可靠ꎮ
事实上ꎬ 这种状况很容易理解ꎮ 试验条件下都是排除了研究因素外的其他限制因子ꎬ 在土壤

养分肥力较低时ꎬ 作物产量处于低产水平ꎬ 此时通过施肥可迅速提高产量ꎬ 而因施肥造成减产或

平产的可能空间很小ꎬ 即产量方差较小ꎻ 但在高产阶段ꎬ 通过施肥可能继续增产ꎬ 也可能不再增

产ꎬ 甚至可能因过量施肥造成减产ꎬ 即产量变化的可能空间较大ꎬ 此时方差必然较大ꎮ 因此ꎬ 依

据不同施肥量和产量建立的经验肥效模型必然带有异方差性质ꎮ
２ ３　 经验肥效模型专业假设的不合理性

经典回归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模型无设定偏误ꎮ 但对二次多项式肥效回归模型的理论

分析表明ꎬ 其微分式均为线性模型:
ｄＹ / ｄＸ ＝ ａ ＋ ｂＸ (１)

式中ꎬ Ｙ 表示产量ꎬ Ｘ 表示施肥量ꎬ ａ、 ｂ 为模型系数ꎬ ｂ、 Ｘ 为向量ꎬ 且 ｂ 为负数ꎮ 随着施

肥量增加ꎬ 单位养分的增产量呈现直线下降ꎮ 但是ꎬ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若干个 ６ 水平、 ７ 水平

和 ８ 水平的单元肥效试验资料ꎬ 发现 Ｘ 与 ｄＹ / ｄＸ 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线性关系ꎮ 图 ２ 的 ８ 水平中

稻氮肥肥效试验结果清楚表明ꎬ 氮肥增产率 ｄＹ / ｄＸ 随着施氮量增加是按照指数规律下降的ꎬ 而

不是直线下降ꎮ 随着施氮量增加ꎬ 起初氮肥的增产效率迅速降低ꎬ 若继续增施氮肥ꎬ 则其增产率

下降程度逐渐减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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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稻谷产量对肥效模型拟合残差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ｏｄｅｌ

图 ２　 中稻施氮量 (Ｘ) 对单位重量养分增产率 ｄＹ / ｄＸ 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Ｘ) ｏｎ ｄＹ / ｄＸ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另一方面ꎬ 常用的二次多项式肥效模型降为一元模型时ꎬ 经过数学变换均可转换成如下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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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ａ ＋ (ｂ ＋ ｃＸ) ２ (２)
式中ꎬ ａ、 ｂ、 ｃ 为模型系数ꎬ Ｘ 为施肥量ꎬ Ｙ 为作物产量ꎮ 分析表明ꎬ 它们都是关于最高施

肥量的对称函数ꎬ 即: 在最高施肥量之前施肥的增产效应与最高施肥量之后施肥的减产效应是相

同的ꎮ 实践证明ꎬ 这种假设与大多数田间实际情况并不相符ꎮ 田间条件下在施肥量低于最高施肥

量时ꎬ 施肥的增产效应通常较高ꎬ 尤其是低肥力田块更是如此ꎻ 在施肥量高于最高施肥量时ꎬ 由

于土壤缓冲作用和作物奢侈吸收等原因ꎬ 过量施肥的减产效应通常较为缓慢ꎬ 高产耐肥新品种的

推广应用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ꎮ 但是ꎬ 目前广泛采用的二次多项式肥效模型却不能反映这一

事实ꎮ
因此ꎬ 常用二次多项式肥效模型存在不符合生产实际的 ２ 个缺陷: 单位养分增产量与施肥量

之间的函数采用线性模型ꎻ 最高施肥量之前施肥的增产效应与最高施肥量之后施肥的减产效应是

对称关系ꎮ 众所周知ꎬ 一个数学模型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依赖于它的假定条件与植物营养过程实

际情况的一致性ꎮ 如果不能有效克服这两个缺陷ꎬ 在应用上出现大量非典型肥效模型就不足

为奇ꎮ

３　 肥料效应函数模型研究展望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发展至今ꎬ 已形成了 “先效应后测土” 和 “先测土后效应” 两大技术路

线[２] ꎮ 无论采用哪种技术路线ꎬ 确定作物推荐施肥量均离不开肥料效应函数的建立和应用ꎮ 王

兴仁等[１]曾对经验肥效模型的优化方向提出许多建议ꎬ 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ꎮ 令人遗憾

的是ꎬ 近十多年来鲜见有关针对肥效模型本身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文献公开发表ꎮ 因此ꎬ 笔者

针对当前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需要ꎬ 结合个人的工作经验和认识ꎬ 谈一谈肥料效应函数模型应用

基础研究的若干建议ꎬ 以供相关研究参考ꎮ
３ １　 肥效模型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的补救措施

多项式肥效模型在数学形式上是一种非线性模型ꎬ 人们往往忽视这种模型中多重共线性和异

方差的问题ꎮ 故这种模型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ꎬ 会产生什么危害以及如何消除等问

题ꎬ 均鲜见有相关研究报道ꎮ 事实上ꎬ 多项式模型在建模时都进行了线性转换ꎮ 表 ２、 表 ３ 和图

１ 的分析表明ꎬ 多项式肥效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ꎬ 而且误差项的方差随作物产量的提

高而增大ꎮ 当肥效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或者试验资料存在严重的异方差时ꎬ 如果仍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系数ꎬ 就会造成系数值失真、 方程显著性检验失效和应用效果极差等严重

后果ꎮ
数理统计学家已经提出了消除或缓解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的许多方法ꎮ 对多重共线性问题ꎬ

提出了剔除不重要自变量、 扩大样品容量法ꎬ 或者采用有偏估计来提高估计量的稳定性ꎬ 如岭回

归、 因子分析、 主成分分析、 偏最小二乘等方法[３９￣４０] ꎮ 对异方差问题ꎬ 提出了诸如加权最小二

乘、 博克斯—考克斯 (Ｂｏｘ￣Ｃｏｘ) 变换、 方差稳定性变换等方法[３９￣４０] ꎮ 但是ꎬ 这些方法是否有

效ꎬ 还取决于样本数据的性质 (样本容量、 方差变异程度、 自变量结构以及误差方差与自变量

之间的关系等) 和共线性或异方差的严重程度ꎬ 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和普遍适用的有效方法ꎮ
因此ꎬ 在应用上ꎬ 如果根据肥效试验结果建立的回归模型是典型肥效模型ꎬ 那就不用担心共

线性和异方差的问题ꎬ 若是非典型肥效模型ꎬ 就必须高度重视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的检验ꎬ 并采

取相应补救措施ꎮ 因此ꎬ 未来的研究应在现代施肥理论指导下ꎬ 针对作物营养特点、 区域生产条

件以及施肥效应ꎬ 探讨不同补救措施对多项式肥效模型的有效性及其适用条件ꎬ 提出有针对性的

建模技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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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非结构肥效模型的研发

虽然近几十年来多项式肥效模型的建模技术取得重要进展ꎬ 但受制于这种经验肥效模型的专

业假设不合理性以及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等问题的干扰ꎬ 在应用上仍旧存在大量非典型式[３３] ꎬ
严重制约着计量精确性和应用价值ꎮ 王兴仁等[１] 认为ꎬ 根据经验施肥模型进行推荐施肥只是施

肥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ꎬ 我们要为向更高级施肥阶段过渡创造条件ꎮ
如何克服当前经验肥效模型专业假设的不合理性? 相邻学科的建模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

启迪ꎮ 与肥效模型理论研究处于相对 “停滞” 状态相反ꎬ 近几十年来ꎬ 种群生态学构建了生物

种群增长变化规律的基本模型框架[４７] ꎬ 包括结构模型、 经验回归模型和非结构模型等 ３ 个类

别[４８] ꎮ 其中ꎬ 非结构模型是把种群响应过程的理论定量与经验公式相互结合而建立的一种半机

理半经验的数学模型ꎬ 建模较简单ꎬ 模型参数有明确的物理意义ꎬ 是研究和应用最多的种群生态

学模型ꎮ 将植物营养学肥效模型与种群生态学模型比对ꎬ 就能发现: 作物养分吸收机理模型类似

于种群生态学的第一类模型ꎬ 肥效回归方程则类似于第二类模型ꎬ 但缺少了种群生态学中飞速发

展的第三类模型ꎬ 即非结构肥效模型ꎮ 合理施肥的研究对象是大田农作物ꎬ 而大田农作物就相当

于生态学中的 “种群”ꎬ 因而种群生态学的相关建模原则、 思路和技巧同样适合于构建作物肥效

模型ꎮ
因此ꎬ 借鉴种群生态学建模思路ꎬ 可在探讨单位养分施用量对作物养分吸收、 增产量及其动

态变化规律基础上探讨新的效应规律ꎬ 构建一元非结构肥效模型ꎻ 进而根据植物养分营养功能不

可替代性因而具有交互效应的原理ꎬ 建立二元和三元非结构肥效模型ꎻ 探讨非结构肥效模型的模

拟特性、 参数估计方法和推荐施肥技术ꎬ 结果可为计量施肥提供新的理论模型依据ꎮ
３ ３　 肥效模型实用化———作物肥效参数识别技术研究

当前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要实现微观指导ꎬ 就必需进行土壤测定ꎮ 但是ꎬ 我国土地经营高度分

散ꎬ 土壤测定在基层经常会遇到代表性土样采集难、 测试费用高和常误过农时等目前还难以克服

的困难ꎮ 为此ꎬ 探讨不测土的推荐施肥技术可对测土施肥起到有益的补充ꎮ 近十年来ꎬ 我国在测

土配方施肥工作中对主要农作物进行了大量的氮磷钾田间肥效试验ꎬ 为开展作物肥效参数识别技

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ꎮ 在这一方面ꎬ 可以利用模式识别、 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ꎬ 根据多年多

点肥效试验结果ꎬ 总结整理主要农作物及其不同区域的肥料效应规律ꎮ 在较好地克服肥效模型的

专业假设不合理性、 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等科学问题的基础上ꎬ 建立中国或区域主要农作物的施

肥模型ꎬ 进而研发具有较强科学性和专业逻辑性的推荐施肥软件系统ꎮ
在不测土条件下ꎬ 要实现具有较高准确度的肥效参数识别ꎬ 首先要在多年多点田间肥效试验

基础上ꎬ 构建试验区域内 (如县域) 的具体作物施肥类别ꎮ 这就要对该区域内的作物肥效试验

资料进行合理的定量分类ꎬ 进而建立类特征肥效模型ꎮ 在这一方面ꎬ 长期以来人们对聚类分析有

关方法的适用性、 过程的合理性以及结果的专业有效性等问题重视不够ꎬ 在实际应用中盲目套用

系统聚类分析的情况很多ꎮ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特别重视作物氮磷钾的肥效特点和各种并类方法的

数学性质ꎬ 选择最适宜的聚类方法ꎮ 另一个方面ꎬ 还应该注意到ꎬ 如果类与类之间无显著水平的

差别ꎬ 分类则是无效的ꎬ 其指导施肥的准确性就难以保证ꎮ 因此ꎬ 在划定施肥类别后ꎬ 还需要对

各类之间的均值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４９￣５０] ꎬ 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技术环节ꎮ
在构建了某个区域作物施肥类别后ꎬ 对于该区域内某个地块或几个临近地块的推荐施肥应属

于哪个施肥类别呢? 这就涉及到模式识别问题ꎮ 根据统计模式识别理论[５１] ꎬ 解决的办法是ꎬ 先

对区域内各个类特征肥效模型的相关地力信息和产量指标等进行统计分析ꎬ 确定各个类别的统计

特征ꎬ 再把未知施肥类别田块的相应指标与各个已知类别的统计特征进行比较ꎬ 把它们分别归类

到统计特征最相近的一个已知施肥类别中去ꎬ 并根据该已知类别提出相应的推荐施肥ꎮ 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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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方法很多ꎬ 诸如基于最临近距离的费歇准则判别分析和基于先验信息的贝叶斯准则判别分

析等[５１] ꎮ 在将来的工作中ꎬ 应根据田间肥效试验资料ꎬ 探讨不同判别分析方法对作物肥效参数

识别的适用性和实际可行性ꎮ 这一研究思路将促使大量的 “３４１４” 试验资料真正利用起来ꎬ 在

指导作物合理施肥上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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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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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ｏｒ ａ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ｅｓｅ ｅｎａｂｌ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４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ＰＩ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ＮＰＩ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ꎬ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ꎬ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ｕｐｔａｋ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ｂｒｅｅｄｅｒ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ꎬ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ｒ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ꎬ ｂｕｔ ｂｏ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ｎ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ｄｄ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ＮＰＩｓꎬ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ＮＢꎻ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ｔｏ ｕ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ＦＰꎻ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ｆｆ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ｆｏｒ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ｆａｒｍｓꎬ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ｌｉｎ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ＰＮＢ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ｓ ａ ｍｅｔｒｉｃ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ｏｕ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ＰＮＢ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ｌ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ＮＢ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ｅｒｅａ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ＦＡ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４] )ꎬ ＩＦ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ｂｙ ｃｒｏｐ [５￣６] ) ａｎｄ ＩＰＮＩ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７] ).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ＮＢ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ｉｔ ａｓ ａ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ｏｆ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Ｎ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ｈａ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ｏ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ｆｏ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ｎ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ＮＢ ｍａｙ ｂｅ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ｍ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ｙ ｆａｉｌ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ｉｎ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８] 

Ａ ｌｏｗ ｒｅｍｏｖａｌ￣ｔｏ￣ｕ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ｍａｙ ｂ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Ｎꎬ Ｐ ｏｒ Ｋ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ｓｅꎬ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ｓ ｓｏｉｌ ｐｏｏｌ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Ｎ ａｎｄ Ｐ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ｌｏ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ｉｆ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ｒｅ
ｈｉｇｈ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４９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 ｈｉｇ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ｔｏ￣ｕ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ＰＮＢ) ｍａｙ ｏｃｃｕｒ ｉ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ｈａ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ｏｌｓ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ꎬ ｓｏ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ｄｒａｗｎ ｕｐｏｎ Ｉｆ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ｌｏｗꎬ ｔｈｅｎ ａ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ｓｏｉ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ｄｏｗｎ ｔｏ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ꎬ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ＮＵＥ ｆｏｒ ｃｅｒｅａｌｓꎬ ｇｒａｐｈ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ｏｆ Ｎ
( ｉｎｐｕｔｓ ｍｉｎ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Ｎ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ｓｈｏｗ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Ｕ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ｒｅ ｕｓ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Ｅａｃｈ ｃｉｒｃｌ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３ ｌｅｔｔｅｒ ｃｏｄｅ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ＵＥꎬ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ＰＮＢ ｖａ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ｒｏｐｓꎬ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ｓｏ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ＮＵ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ｌｏｃａｌｌｙꎬ
ａｔ ｔｈｅ ｆａｒｍ ａｎｄ / ｏｒ ｐａｄｄｏｃｋ ｌｅｖ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ｌｅｓ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ｃｒｏｐ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ｏｍｅ ｃｒｏｐ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ＮＢ ａｎｄ ＰＦＰ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ｏ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ＮＢ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ｂｙ Ｌａｓｓｅｌｅｔｔａ ｅｔ ａｌ [９] 

Ａ ｆｉｎ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ＮＵＥ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 ｔｏ ｌｏｗ ｉｎ ＮＵ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ｒ ｆａｒｍ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ＮＵ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ＮＵＥ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ｂｕｔ ｇｉ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ｓ ｎｏｔ ａ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ｓ “ ｍｏｒｅ ( ｏｒ ｌｅｓｓ)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ｉｎ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ｗ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Ａ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ＰＮＢ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ｔｈａｎ ａｄｄ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ｂ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ａ ｈｉｇｈ ＰＮＢ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ꎬ ｉｆ ｔｈｅ ＰＮＢ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ｏｗꎬ
ｗｈ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ｍｏｖｅｄꎬ ｔｈｅｎ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ｂ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ｈａｓ ａ ｈｉｇｈ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ａ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Ａ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ＰＮ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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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途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ｌｏｓｔꎬ ａｓ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ａｓ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ｏｒ ｌｏｗ ＰＮ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ｌ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ｏｆ ｌｉｔｔ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ｋ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ｅｍｏｖｅｄ / ｋ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ｔ ｙｉｅｌｄ / ｋ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ｏｔｅ: Ｔｈｉ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ｋ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 ｔ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ＵＥ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Ｎ ａｎｄ Ｐꎬ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ｏｕｓ ｕｓｅ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４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ｅｄ ｂｙ ｇｏｏ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ｗｉｔｈ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ｅ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ꎬ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 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ｐＨ)ꎬ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ｏ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ｔｈｅｎ ＮＵ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ｂｏｔｈ Ｎ ａｎｄ Ｐ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ｓ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ꎬ 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Ｐ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ｅｐ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ｏｒ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 [１０]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ｙ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ｌｏ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ｕｐ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ｏ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ｌｙ ｉ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ｏ￣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１] ꎬ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１２]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ｔｈｅｒ ｂｉｏ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ｃｒｏｐ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ｄｄ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ｐ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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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ｈｅａ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２０％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 ｒａｔｅ 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ｔｙｐｅｓ [１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ꎬ ｏｒ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ｄ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４] ꎬ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ｔｅｒ ｓｔｉｌｌ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ꎬ ｔｈｅ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ｓｓ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ｉｌꎬ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ｒ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ｏｒ ｂ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ｉｎｐｕｔ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ｆｉｘｅｄ Ｎ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ｙ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ｈａ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ｆ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ｔｈａｎ ａｄｄｅｄꎬ ｔｈｅｎ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ｈｉｓꎬ ｉｎ ｔｕｒｎꎬ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ＮＢ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ꎬ ｉｆ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ａｎ ｒｅｍｏｖｅｄꎬ ｔ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ｅｉｔｈｅｒ ｍｏｖｅ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ｏ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ｒ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ꎬ ａｌｂｅｉｔ ｉｎ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ｏｒ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ｒａｔｅ￣ｔｉｍｅ￣ｐｌａｃ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ｎ ａ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ｏｗ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ｎｙ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ｕｓｅ ｂｙ ｃｒｏｐ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ｏ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ｗｈｅ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ａｎｄ ａ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ｒａｔｅｓꎬ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Ｎ ａｎｄ Ｐ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ｆｉｎｅ￣ｔｕｎｉｎｇ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ｓ 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ꎬ ｉｆ ｎｏｔ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ｒｏｐ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
ｐｌａｎｔ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ｌ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ｒ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ｔ ｆｕｌｌ
ＲＥꎬ ｃｒｏｐｓ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ｅｒｍ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ｌｏｎｅ ｉ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ｈｏ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ｒ ｔｏ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ｓ ｎｅｗ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ＮＵＥꎬ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ｉｍ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ｕｎｉｔ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ｆｕｌ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ｗｏｕｌｄ ｓｅｅｍ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ｇｉｖｅｓ ａ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ＮＵ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ｅｔ ｂｙ Ｓｍｉｌ [１６]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ｙ ２５ － ３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ｓｅｅｍ 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Ａ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ｉｍｅꎬ ｇａｉｎｓ ｉ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ｙ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ｍａｄｅꎬ ｂｕ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ｃｏｎ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ｓｏｉｌｓ 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ｗｉｌｌ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ｂｅｔｔｅｒ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ｔｈｅｎ ｌｅａｄ ｏｎ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１７] 

７９３

第 ６ 章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途径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ＮＵ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Ｎｏｔ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Ｍｏｓｉ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１５]

Ｆａｒｍ￣ｌｅｖｅ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ｏ ｕｓｅ 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ｒｉｓｋꎬ ａｎｄ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ｅ ｐ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 ｕｓｅ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ꎬ ｉ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ｏｗ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ｅｖｅ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ｉ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ｏｒ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ｘｔｒａ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ｔ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Ｈｏｗ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ｔｈａ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ｉｅｌｄ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ｌｙ ｏ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ａｄｅ ｂｙ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ｌ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ꎬ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ｋｅｙ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Ｕｓｉｎｇ ４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ｅ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ｔｃ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ｒａｔｅꎬ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ａｌｓ [７]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ｆａ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ａｔａ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ｅ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ＰＮＢ ｏｒ ＰＦＰꎬ ｎｏｒ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ａ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ｓｓｉｓ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ｋｅ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ｗｈｅ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ＰＮＩ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ｆａ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ＵＳꎬ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ＧＲＤ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８９３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ｒｏａｄ ｓｃａｌ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ꎬ ｏｎｌｙ ＰＮＢ ｏｒ ＰＦＰ ａｒｅ ｍｏｓｔ ｅａｓｉｌｙ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ｂｕｔ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ｗ ｄａｔａ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ｅｒｍｓ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ｏ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ꎬ ａ ＰＮＢ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ｆ ｕｓｅꎬ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ＦＰ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ꎬ 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ｖ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ｎｏｗ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ｏｐ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ｏｉｌ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ｌｏｎ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ｅ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ｅｓｔ ａｇｒｏｎｏｍ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４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ａｂｌ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ｔｏ ｂ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 ＩＰＮＩ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ｈｅｒｅ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２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ＮＯＲＴＯＮ Ｒ Ｍ Ｃｏｍｂａｔ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ｏｐ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８ (５): ５７５￣６１８
[２] ＮＯＲＴＯＮ Ｒꎬ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Ｅꎬ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５
[３ ] ＤＯＢＥＲＭＡＮＮ Ａ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Ｍ ] / / ＩＦ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Ｂｅｌｇｉｕｍꎬ ２００７: １￣２８
[４] ＦＡＯＳＴＡＴ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ＤＢ].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ｆａｏｓｔａｔ３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ｇａｔｅｗａｙ / ｇｏ / ｔｏ / ｈｏｍｅ / Ｅ
[５] ＨＥＦＦＥＲ Ｐ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ｂｙ ｃｒｏｐｓ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０６ / ０７￣２００７ / ０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ꎬ Ｆｒａｎｃｅꎬ ２００９: １１
[６] ＨＥＦＦＥＲ Ｐ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ｂｙ ｃｒｏｐｓ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０ / １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ꎬ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９
[７] ＩＰＮＩ ４Ｒ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Ｍａｎｕａｌ: 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Ｍ] / /

Ｔ Ｗ ＢＲＵＵＬＳＥＭＡ Ｐ Ｅꎬ Ｐ ＦＩＸＥＮꎬ Ｇ Ｄ ＳＵＬＥＷＳＫＩꎬ ( ｅｄ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Ｎｏｒｃｒｏｓｓꎬ ＧＡꎬ ＵＳＡꎬ ２０１２

[８] ＦＩＸＥＮ Ｐꎬ ＢＲＥＮＴＲＵＰ Ｆꎬ ＢＲＵＵＬＳＥＭ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 Ｍ] /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ＦＡꎬ ＩＷＭＩꎬ ＩＰＮＩꎬ ａｎｄ ＩＰＩꎬ ｄｕｅ ｔｏ ｂ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ｏｆ ２０１４

[９] ＬＡＳＳＡＬＥＴＴＡ Ｌꎬ ＢＩＬＬＥＮ Ｇꎬ ＧＲＩＺＺＥＴＴＩ Ｂꎬ ｅｔ ａｌ ５０ Ｙ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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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肥料减施增效调控途径

周　 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针对我国化肥不合理施用引起环境污染等问题ꎬ 分析了肥料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ꎬ 剖析了欧美发达国

家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主要途径ꎻ 从推荐施肥方法ꎬ 化肥有机替代、 新型肥料创制、 面向智能机具的基础研究等

方面综述了化肥减施增效研究的主要进展ꎬ 提出未来主要任务包括建立先进推荐施肥方法与养分限量标准ꎬ 实

施有机养分替代化肥策略ꎬ 创制高效新型肥料ꎬ 研发智能化施肥技术与装备ꎬ 为我国化肥用量零增长行动提供

有力支撑ꎮ
关键词: 化肥减施增效ꎻ 推荐施肥ꎻ 有机替代ꎻ 新型肥料ꎻ 智能机具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Ｚｈｏｕ Ｗｅｉ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ｖｅｒｕｓ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ｅｒ 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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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ꎬ (５)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４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ｃｏｎｃｅ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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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专家系统: 一种作物推荐施肥新方法

何　 萍１ꎬ２ ∗ꎬ 徐新朋３ꎬ 串丽敏４ꎬ 赵蓉蓉２ꎬ Ａｄｒ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５

[ 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２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中国项目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３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７ꎻ４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７ꎻ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ＰＮＩ)ꎬ １０４￣１１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ｒｉｖｅꎬ Ｓａｓｋａｔｏｏｎꎬ ＳＫ Ｓ７Ｎ３Ｒ３ꎬ Ｃａｎａｄａ]

摘　 要: 当前农民过量和不平衡施用化肥现象严重ꎬ 导致肥料利用率降低ꎬ 影响到农田的可持续利用ꎮ 因此ꎬ
发展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特点的养分管理和施肥方法尤为重要ꎮ 本文介绍了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

荐施肥新方法ꎬ 该方法是以改进的 ＳＳＮＭ (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和改进的 ＱＵＥＦＴＳ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ｓ) 模型为指导的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为原则ꎬ 同时考虑大、 中微量元素

的全面平衡ꎬ 并应用计算机软件技术把复杂和综合的养分管理原则智能化形成可为当地技术推广人员掌握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推荐施肥专家系统软件ꎮ ＮＥ 系统在推荐施肥中采用作物的 ４Ｒ 养分管理原则ꎬ 即把合适的肥料

品种和肥料用量ꎬ 在合适的施肥时间施在合适的施肥位置ꎮ 跨区域田间多点验证试验证明ꎬ 基于作物产量反

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是一种简单的易于掌握的作物增产增收、 提高肥料利用率和保护环境的新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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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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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要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ꎬ 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对

粮食增长的需求ꎮ 为此ꎬ 农民通过增加肥料投入来提高粮食产量ꎬ 形成了我国特有的靠化肥的大

量投入来增加单产的农田高强度利用生产体系ꎮ 研究表明ꎬ 在华北平原许多地区ꎬ 农民在冬小麦

和夏玉米作物每季的氮肥用量超过每亩 ２０ ｋｇꎬ 远远超过达最高产量时的优化施肥量ꎮ 连续过量

施氮使华北地区土壤矿质氮高量积累ꎬ 氮肥利用率显著降低ꎮ 研究发现河北冬小麦收获后 ０ ~
１００ ｃｍ 土层矿质氮积累达每亩 １２ ~ ２０ ｋｇꎬ 且矿质氮积累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ꎮ 冬小麦的氮

肥利用率也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３０％~ ３５％ 下降为现在的 １０％~ ２０％ ꎮ 大量研究证明ꎬ 高量化肥

投入不仅不能带来产量进一步的增加ꎬ 而且还威胁到生态环境安全ꎬ 造成地表水或地下水体硝酸

盐含量超标ꎬ 并影响到农田的可持续利用ꎮ 因此ꎬ 如何合理养分管理和优化施肥对于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ꎮ
国内外在土壤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ꎬ 发展了一些推荐施肥的方法ꎬ 有些

方法仍然延用至今ꎬ 如地力分级法、 目标产量、 肥料效应函数法等等ꎮ 这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归结

为两大类ꎬ 一类是以土壤测试为基础的测土推荐施肥方法ꎬ 另一类是以作物反应为基础的推荐施

肥方法ꎬ 如肥料效应函数法和地上部冠层营养诊断等ꎮ 目前我国指导施肥指标体系仍然延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ꎬ 但是我国目前土壤养分状况已今非昔比ꎬ 在一些土壤测试值

很高的土壤上有时仍表现出缺素症状ꎬ 过去指导施肥的指标体系难以适应当前高投入高产出这种

高强度利用农业生产体系的需求ꎮ 为此ꎬ 国家农业部 ２００５ 年起启动了 “测土配方施肥行动工

程”ꎬ 推动了各地测土推荐施肥工作的开展ꎮ 然而ꎬ 对于土壤氮素而言ꎬ 由于其在土壤￣作物体系

比较活跃ꎬ 导致土壤氮素测定与作物地上部反应相关性差ꎮ 目前国际上对于土壤氮的测试和氮肥

推荐也没有令人满意的适合各种土壤类型的测试方法、 指标和参数ꎮ 在当前测土施肥的 “大配

方、 小调整” 的指导原则下ꎬ 对于我国主要以小农户为主要经营单元的农业生产体系ꎬ 也很难

做到一家一户依据土壤测试结果推荐施肥ꎮ 因此ꎬ 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

方法尤为迫切ꎮ

１　 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养分管理和施肥推荐原则

作物施肥后主要通过作物产量高低来表征土壤养分供应能力和作物生产能力ꎬ 因此依据作物

产量反应来表征土壤养分状况是更为直接的评价施肥效应的有效手段ꎮ 该方法把土壤养分供应看

作一个 “黑箱”ꎬ 用不施该养分地上部的产量或养分吸收来表征ꎬ 因而解决了困扰广大科学工作

者的土壤氮素供应问题ꎮ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 ＩＰＮＩ) 目前在中国、 印度、 菲律宾等亚洲一些

主要以小农户为主要经营单元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小麦、 玉米和

水稻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研究ꎮ 该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原则主要是在水稻养分管理的 ＳＳＮＭ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原则基础上改进ꎬ 并利用 ＱＵＥＦＴ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ｓ) 模型在分析大量的来源于不同试验地点作物养分吸收和产量关系的

基础上进行参数调整而成ꎬ 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作物种植体系和管理方式发展而成适合当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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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系统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ꎬ 简称 ＮＥ) (图 １)ꎮ 该系统在中国的形成主

要以 ＩＰＮＩ 在中国开展的多年多点田间试验为基础ꎬ 根据不同地区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进行

调整ꎬ 从而根据不同试验地点的不同生态条件进行有针对性地推荐施肥ꎮ 该养分管理方法的主要

创新之处在于应用 ＱＵＥＦＴＳ 模型对来自我国多年多点 (２０００ 年以后) 田间试验的产量和养分吸

收数据进行了模拟和矫正ꎬ 得出一定目标产量下的养分最佳吸收曲线ꎬ 避免了较少数据点带来的

因养分缺乏、 过量或信息量少带来的数值偏差ꎬ 而且该养分最佳吸收曲线包含了我国作物主产区

中的作物品种和环境条件等信息ꎬ 具有一定的普遍指导意义[１￣３] ꎮ 该方法的创新点之处还体现在

有效利用了来自于土壤、 作物残体、 前茬作物、 有机肥以及灌溉水等土壤基础养分供应 (土壤

基础养分供应主要由不施某种养分小区的养分吸收或产量来衡量)ꎬ 并考虑作物的轮作体系[３] ꎮ
如果有土壤测试结果ꎬ 则该系统根据输入的土壤测试结果给出推荐施肥方案 (图 ２)ꎮ 该系统也

考虑了对已知的中、 微量元素缺乏的土壤进行推荐施荐施肥ꎮ 该推荐施肥方法同时避免作物对某

种养分的奢侈吸收ꎬ 减少土壤肥力耗竭ꎬ 保证农民增产增收ꎬ 有效防止因过量施肥导致的潜在环

境危险ꎮ

图 １　 基于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

２　 作物专家系统采用 ４Ｒ 养分管理原则

基于以上养分管理原则ꎬ 应用计算机软件技术研制了可为农机推广人员方便使用的作物养分

管理专家系统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 (图 ３)ꎮ ＮＥ 系统主要通过获取用户所在地块过去 ３ ~ ５ 年的产

量、 施肥和栽培条件等基本信息 (这些信息可由农户和当地农技人员提供)ꎬ 利用后台已有的包

含多年多点的农学数据库就能给出基于农户个性化的包括栽培管理措施的推荐施肥套餐ꎬ 如推荐

采用合适的肥料品种、 合适的肥料施用量、 合适的施肥时间和次数等ꎮ 对于玉米还推荐了适宜的

种植密度ꎬ 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ꎮ ＮＥ 系统推荐施肥套餐中还给出了基于 ＮＥ 系统推荐

和农户习惯施肥的经济效益对比分析ꎬ 帮助农户进行经济效益比较和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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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ＮＥ 系统考虑土壤测试的界面

图 ３　 作物养分专家系统模块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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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合适的肥料用量

估算肥料用量是 ＮＥ 专家系统最重要的内容ꎮ ＮＥ 系统中对肥料用量的估算主要依据土壤基

础养分供应 (Ｓｏｉｌ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ｕｐｐｌｙꎬ 简写为 ＩＮＳ)ꎬ ＩＮＳ 可由不施肥小区或减素小区的产量高低来

表征ꎮ 确定施肥量首先需要确定目标产量 (可获得产量) (图 ４)ꎮ 目标产量是特定生长季节采

用最佳养分管理措施能够获得的产量ꎬ ＮＥ 系统中对目标产量的估算就是特定生长季节的可获得

产量ꎬ 也即田间最佳管理措施且没有任何养分限制条件下的平均产量ꎮ 可获得产量与减素小区的

产量差即为产量反应ꎬ 产量反应越低ꎬ 表明土壤养分供应越高ꎬ 反之亦然ꎮ ＮＥ 系统根据 ＩＰＮＩ 研

究网络在中国开展的以及公开发表的上万个田间试验数据进行收集、 分析和整理ꎬ 建成了包含主

要作物养分吸收、 农学效率以及产量反应等信息的农学数据库ꎮ 如果缺素小区试验资料缺乏时ꎬ
ＮＥ 系统可根据作物生长条件 (如气候) 和土壤肥力状况等对可获得产量和氮、 磷、 钾施用的产

量反应高低进行估算ꎮ 当确定目标产量和产量反应后ꎬ ＮＥ 系统会给出基于目标产量和产量反应

的 Ｎ、 Ｐ 和 Ｋ 肥推荐用量ꎮ
对于氮素养分推荐施肥ꎬ 主要依据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 (施氮量 ＝ 施氮的产量反应 / 氮

素农学效率ꎬ 施氮的产量反应由施氮和不施氮小区的产量差求得)ꎬ 而对于磷钾养分推荐ꎬ 主要

基于产量反应和一定目标产量下作物的移走量给出施肥量 (施磷或施钾量 ＝ 作物产量反应施磷

或施钾量 ＋ 作物收获物移走量)ꎬ 作物养分移走量主要依据 ＱＵＥＦＴＳ 模型求算的养分最佳吸收量

来求算ꎮ 如果作物施肥不增产ꎬ 则只考虑作物收获部分养分移走量ꎮ 对磷钾肥料的推荐还考虑了

养分盈亏平衡ꎬ 主要考虑包括作物秸秆处理方式、 有机肥施入以及上季作物养分带入量等信息ꎮ
２ ２　 合适的肥料品种

ＮＥ 系统专门设置了无机肥料和有机肥料信息库 (图 ５)ꎬ 该肥料信息库包含了当前生产上常

用的有机和无机肥料品种及其养分含量和肥料价格ꎬ 养分含量用于肥料推荐时根据养分含量折算

成肥料实物量ꎬ 而价格信息主要用于 ＮＥ 系统的经济效益分析模块ꎮ 如果用户发现某一新型肥料

品种不在肥料信息库中ꎬ 则可以添加新的肥料品种ꎬ 也可以对库中已有信息进行编辑修改ꎮ 这

样ꎬ 农户就可以根据当地市场或者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肥料品种ꎮ

图 ４　 ＮＥ 系统中的养分优化管理施肥量 图 ５　 ＮＥ 系统设置界面中的肥料信息库

２ ３　 合适的施肥时间

ＮＥ 系统不仅采用合适的肥料用量和合适的肥料品种ꎬ 还建议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施肥ꎬ 以与

作物的养分吸收相同步ꎮ ＮＥ 系统建议在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进行分次施肥以及采用合适的施肥

比例ꎬ 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ꎬ 如有些农户愿意一次施肥ꎬ ＮＥ 系统也增加了一次施

肥的选项ꎬ 但是建议一次施肥要采用控释肥料ꎬ 这样才能与作物养分吸收相同步 (图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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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块的输出结果是一个针对作物特定生长环境确定合适肥料种类、 合理肥料用量和合适施

肥时间的施肥指南 (图 ７)ꎬ 包括关键生育期分次施用肥料的汇总表ꎬ 肥料种类和肥料用量和施

肥时期ꎮ 肥料施用量可以根据地块大小自动调整肥料用量ꎮ

图 ６　 ＮＥ 系统中的肥料种类和分次施肥推荐 图 ７　 水稻推荐施肥报告单

２ ４　 合适的施肥位置

ＮＥ 系统设定所有施肥推荐都是按照合适的施肥位置进行施肥ꎮ 随着现代化农业和农机具的

推广应用ꎬ 合理的施肥位置需要与农机相结合ꎮ 如东北玉米推荐施肥是随着耕作起垄带入基肥然

后覆土ꎬ 而华北小麦基肥是与土壤的机械翻耕一起进行的ꎮ

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推荐施肥实践

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应用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在玉米、 小麦和水稻上开展 １ ０２５个田间验

证试验进行推荐施肥ꎬ 同时以农民习惯施肥和测土施肥为对照ꎮ 田间验证结果表明ꎬ 与农民习惯

施肥比较ꎬ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系统推荐施肥具有降低成本、 提高收益和一定的增产优势

(表 １)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基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专家系统在小麦、 玉米和水稻上分别比农民习惯

施肥平均节约氮肥 １１６ ｋｇ Ｎ / ｈｍ２ (４１ ６％ )、 ７２ ｋｇ Ｎ / ｈｍ２ (３０ ９％ ) 和 １４ ｋｇ Ｎ / ｈｍ２ (８ ３％ )ꎬ
同时平衡了磷、 钾养分ꎻ 小麦、 玉米和水稻氮肥养分回收率分别提高了 １３、 １１ 和 ９ 个百分点ꎬ
氮肥农学效率分别提高了 ４ ｋｇ / ｋｇ、 ４ ｋｇ / ｋｇ 和 ３ ｋｇ / ｋｇꎮ 与测土施肥比较ꎬ 虽然产量上没有显著

差异ꎬ 但是也不同程度上减少了肥料氮用量ꎬ 平衡了磷钾养分ꎬ 同时提高了氮肥的养分利用率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本研究证明ꎬ 在没有土壤测试的条件下ꎬ ＮＥ 养分专家系统是一种非常方面使用

的推荐施肥方法[３￣５] ꎮ
应用 ＮＥ 专家系统推荐施肥能够增产增收提高肥料利用率的重要原因ꎬ 在于该方法在优化用

量的同时ꎬ 还优化了其他养分管理措施ꎬ 如肥料的施用次数和施肥方法等ꎬ 也即采用的作物的

４Ｒ 养分管理措施ꎬ 即采用合适的肥料品种和肥料用量ꎬ 在合适的施肥时间施在了合适位置ꎮ 而

很多农民习惯施肥不仅肥料用量不合理ꎬ 还大多采用一次性撒施肥料ꎬ 过量的肥料尤其是氮肥则

损失到土壤—作物系统外ꎬ 造成氮肥利用率低和并加大了环境风险ꎮ
以上实践证明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推荐施肥专家系统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增产增收、 提高肥料利

用率和保护环境的养分管理和推荐施肥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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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推荐施肥对作物产量、 经济效益和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ꎬ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作物
Ｃｒｏｐ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产量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ｔ / ｈｍ２ )

施肥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ｋｇ / ｈｍ２ )

Ｎ Ｐ２ Ｏ５ Ｋ２ Ｏ

效益 Ｐｒｏｆｉｔ
(ｙｕａｎ / ｈｍ２ )

产投比
ＶＣＲ

氮素回收率
ＲＥＮ
(％ )

氮素农学
效率 ＡＥＮ
(ｋｇ / ｋｇ)

小麦 ＦＰ ７ ９ ａ ２７９ １１９ ５０ １４ ７４５ ６ ６ １７ ３ ５ ０
Ｗｈｅａｔ ＮＥ ８ ２ ａ １６５ ８４ ７４ １５ ９９０ ９ ４ ２９ ９ ８ ５

(ｎ ＝ ３１５)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 ８ ３ ａ ２３９ １０７ ７１ １５ ８１０ ７ ４ ２２ ３ ６ ２
玉米 ＦＰ ９ ９ ａ ２３０ ６２ ５０ １８ ４３５ １０ ８ １８ ３ ７ ９
Ｍａｉｚｅ ＮＥ １０ ２ ａ １５８ ５３ ６８ １９ ３０５ １３ １ ２９ １ １２ １

(ｎ ＝ ５７３)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 １０ ２ ａ ２００ ５６ ７４ １８ ９７５ １１ ２ ２３ ０ １０ ４
水稻 ＦＰ ７ ８ ａ １７０ ５９ ８６ １９ ９５０ １２ １ ２５ ０ １２ ２
Ｒｉｃｅ ＮＥ ８ １ ａ １５６ ７１ ８７ ２０ ８０５ １２ ６ ３４ ２ １５ ０

(ｎ ＝ １３７)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 ７ ９ ａ １６２ ６２ ９６ ２０ ２２０ １２ ０ ２８ ０ １３ ２

　 　 注: 小麦、 玉米和水稻数据分别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数据ꎮ 括号内数字为试

验数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ｆｏｒ ｗｈｅａｔꎬ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ｉｃ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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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推荐施肥方法研究进展∗

串丽敏１∗∗ꎬ 何　 萍２∗∗∗ꎬ 赵同科３∗∗∗

( １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７ꎻ
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农业部植物营养与肥料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３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７)

摘　 要: 针对当前农业生产存在施肥不科学ꎬ 肥料效率低下ꎬ 单产水平低等问题ꎬ 综述当前作物推荐施肥方法

研究进展ꎬ 为保障粮食安全、 提高肥料利用率和保护生态环境安全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ꎮ 采取文献调研方法ꎬ
在当前作物施肥以及肥料利用率现状基础上ꎬ 分析不科学施肥对土壤、 水体、 大气、 农产品品质和人体健康的

影响ꎬ 进而综述基于土壤养分测试和地上部作物反应的两类推荐施肥策略ꎮ 测土施肥法、 肥料效应函数法、 叶

绿素仪、 叶色卡、 硝酸盐反射仪、 冠层反射仪、 植株症状诊断、 实时实地养分精准管理技术以及基于作物产量

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ꎬ 均是指导作物进行合理施肥推荐的科学方法ꎬ 每种方法各有独自的特点ꎮ 在

实践中应因地制宜ꎬ 选择适用的推荐施肥方法ꎬ 以达到协调作物产量、 环境保护和农田可持续利用的共赢ꎮ 在

国家政策扶持下ꎬ 今后应在基础养分供应、 作物长势与养分之间的关系、 适应不同大小区域的施肥推荐、 养分

循环与平衡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ꎮ
关键词: 施肥ꎻ 环境ꎻ 推荐施肥ꎻ 土壤测试ꎻ 产量反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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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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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用占世界不到 １０％ 的耕地ꎬ 养活了全球 ２２％ 的人口ꎬ 其中化肥在提高粮食产量ꎬ 改善

民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ꎬ 是作物增产不可或缺的决定因子[１] ꎮ 资料显示ꎬ 从 １９８０ 年

到 ２０１３ 年间ꎬ 我国化肥用量由 １ ２６９万吨增长到 ５ ９１２万吨ꎬ 增长了近 ４ 倍ꎬ 粮食总产由 １９８０ 年

的 ３２ ０５５ ５万吨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０ １９３ ８万吨ꎬ 已连续十年增产[２] ꎮ 人们为了多产粮食ꎬ 逐渐

形成了依靠增加化肥投入来提高单产和总产的农田高强度生产体系ꎮ 然而ꎬ 目前在农业生产上仍

然存在着施肥不科学ꎬ 肥料效率低下ꎬ 单产水平低等问题ꎬ 导致肥料资源浪费、 环境风险增大以

及农产品品质下降等一系列后果ꎬ 并进一步危害人体健康ꎮ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可能带来

的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ꎬ 以及人口的较快增长ꎬ 粮食总需求量持续增长的压力逐渐增加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中国提出实施 “化肥零增长” 行动ꎬ 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ꎮ
如何在化肥用量稳定的前提下ꎬ 科学合理使用化肥ꎬ 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ꎬ 进

一步提高作物产量和肥料利用率ꎬ 实现粮食生产高产高效ꎬ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ꎬ 进而减少化肥带

来的负面环境影响是当今关注的热点问题ꎬ 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ꎮ
国内外在科学合理推荐施肥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ꎬ 并已在科学确定作物施肥量、 提高作物产

量、 肥料利用效率、 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土壤肥力上取得了良好成效[３￣６] ꎮ 本文将在当前农业生产

施肥现状与肥料利用效率基础上ꎬ 分析不科学施肥对土壤、 水体、 大气、 农产品品质和人体健康的

影响ꎬ 综述国际上基于土壤养分测试和地上部作物反应的两类推荐施肥策略ꎬ 着重介绍测土施肥

法、 肥料效应函数法、 叶绿素仪、 叶色卡、 硝酸盐反射仪、 冠层反射仪、 植株症状诊断、 实时实地

养分精准管理技术以及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ꎬ 并建议在实践中应因地制

宜ꎬ 选择适用的推荐施肥方法ꎬ 从而达到协调作物产量、 环境保护和农田可持续利用的共赢ꎮ

１　 当前施肥现状与肥料利用效率

传统观念认为ꎬ 肥料投入越多ꎬ 产量就越高ꎮ 为了盲目追求高产和效益ꎬ 农民大量施用化学

肥料ꎬ 过量及不平衡施肥现象极为突出ꎮ 研究表明ꎬ 华北平原许多地区ꎬ 农民在冬小麦和夏玉米

每季作物上的氮肥用量普遍超过 ３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远远超过达到最高产量时的优化施肥量[７￣８] ꎮ 高强

等[９]对东北地区 ４４３ 个农户春玉米施肥现状调查发现ꎬ 东北地区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的平均施用量

为 ２０７ ｋｇ / ｈｍ２、 １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６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氮磷钾施用量适宜的农户比例分别为 ３８ ９％ 、 ２２ ３％
和 ３８ ５％ ꎬ 农户施磷量偏高、 施钾量偏低以及施用有机肥农户很少是主要问题ꎮ 常艳丽等[１０] 对

陕西关中平原冬小麦￣夏玉米轮作施肥情况调查发现ꎬ 冬小麦季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平均用量为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１８３ ｋｇ / ｈｍ２ 和 ２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夏玉米季 Ｎ、 Ｐ２Ｏ５ 和 Ｋ２Ｏ 平均用量为 ２８８ ｋｇ / ｈｍ２、
４５ ｋｇ / ｈｍ２和 １２ ｋｇ / ｈｍ２ꎬ 整个轮作体系中ꎬ 氮肥施用过量严重ꎬ 且前期投入偏多ꎬ 后期投入偏

少ꎬ 磷肥投入偏高ꎮ 另有调查表明ꎬ 太湖流域水稻氮肥施用量普遍偏高ꎬ 平均施氮量为

３０２ ５ ｋｇ / ｈｍ２ꎬ 若以 ２１０ ｋｇ / ｈｍ２ 的专家推荐施肥量为基准ꎬ 则有 ７４ ４％ 的农户施氮量超过这一

数值[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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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在施用有机肥肥料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ꎬ 农民对施用有机肥的好处也有一定的认

识ꎬ 然而ꎬ 由于种粮效益低ꎬ 长期以来农民培肥地力的积极性不高ꎬ 加上农家肥传统方法费工、
费力ꎬ 在同等投入条件下ꎬ 商品有机肥当年所产生的增产效益不明显ꎬ 鼓励农民施用有机肥的政

策力度较弱等原因ꎬ 导致农民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不高ꎬ 更愿意施用化肥ꎮ 农田中投入的有机肥

资源多是来自秸秆还田ꎮ
大量研究证明ꎬ 高量化肥投入将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ꎬ 降低肥料回收率ꎮ １９９８ 年朱兆

良[１２]就曾指出当时主要粮食作物的氮肥、 磷肥和钾肥回收率范围分别为 ３０％~ ３５％ 、 １５％~ ２０％
和 ３５％~ ５０％ ꎮ 张福锁等[１３]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不同地区、 不同粮食作物施肥研究也表明ꎬ 不同地

区间主要粮食作物 (包括水稻、 玉米和小麦) 的氮、 磷和钾肥回收率变异较大ꎬ 其变化幅度主

要分布在 １０ ８％ ~ ４０ ５％ 、 ７ ３％ ~ ２０ １％ 以及 ２１ ２％ ~ ３５ ９％ ꎬ 平均分别为 ２７ ５％ 、 １１ ６％ 和

３１ ３％ ꎮ 同时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对全国 １６５ 个监测点的田间试验统计得出ꎬ 小麦和玉米的氮、 磷

和钾肥当季回收率平均分别为 ２８ ７％ 、 １３ １％ 和 ２７ ３％ [１４] ꎮ 王伟妮等[１５] 对湖北省水稻、 小麦、
油菜和棉花的田间肥效试验进行汇总发现ꎬ 农作物平衡施用氮、 磷、 钾肥的增产效果显著ꎬ 但不

同作物的施肥效应差异较大ꎮ 水稻、 小麦、 油菜和棉花施肥后对产量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９ ６％ 、
４８ ６％ 、 ５６ ２％ 和 ３８ ０％ ꎬ 肥料农学利用率分别为 ７ ２ ｋｇ / ｋｇ、 ７ ７ ｋｇ / ｋｇ、 ４ ０ ｋｇ / ｋｇ 和

３ ０ ｋｇ / ｋｇꎮ 本课题组汇总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中国粮食作物的氮磷钾养分效率ꎬ 结果显示ꎬ 小麦

氮、 磷和钾肥的农学效率分别为 ９ ４ ｋｇ / ｋｇ、 １０ ２ ｋｇ / ｋｇ 和 ６ ５ ｋｇ / ｋｇꎬ 玉米氮、 磷和钾肥农学效

率分别为 １１ ４ ｋｇ / ｋｇ、 ６ ９ ｋｇ / ｋｇ 和 ９ ７ ｋｇ / ｋｇꎬ 水稻氮、 磷和钾肥的农学效率分别为 １３ ０ ｋｇ / ｋｇ、
１２ ７ ｋｇ / ｋｇ 和 ８ ４ ｋｇ / ｋｇ[１６￣１８] ꎮ 上述研究结论显示ꎬ 我国化肥利用效率偏低ꎬ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

有较大差距ꎬ 尤其在华北平原粮食作物集约化种植区ꎬ 氮肥回收率低的现象更为严重ꎮ 同时发

现ꎬ 无论是氮、 磷ꎬ 还是钾肥ꎬ 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肥料回收率均呈现逐渐下降趋势ꎮ

２　 不科学施肥的影响

２ １　 不科学施肥对土壤的影响

目前肥料的不够科学施用ꎬ 使过多的养分 (尤其是氮素) 残留在土壤中ꎬ 更可能威胁到生

态环境安全ꎬ 并影响到农田的可持续利用ꎮ 研究发现[１９] ꎬ 华北地区小麦—玉米轮作体系多年多

点 (ｎ > ５００) 农田土壤硝态氮累积量在 ０ ~ ９０ ｃｍ 土层中最高达到 ６００ ~ ９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ꎬ 平均约

２００ ｋｇ / ｈｍ２ꎮ 赵士诚等[４] 研究也表明ꎬ 河北省冬小麦收获后 ０ ~ １００ ｃｍ 土层矿质氮积累量达

１８０ ~ ３０３ ｋｇ / ｈｍ２ꎬ 远远高于欧盟国家规定的大田作物收获后硝态氮最高残留量 (０ ~ ９０ ｃｍ 土

层) ９０ ~ １０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 的标准[２０] ꎮ 这种因过量施肥导致的土壤硝态氮残留现象极为普遍ꎮ 土壤

中的硝酸盐长期累积ꎬ 就会造成硝酸盐含量超标ꎬ 进而土壤发生酸化、 盐渍化和土壤板结ꎬ 土壤

肥力质量降低ꎮ 同时ꎬ 肥料生产过程中混入的重金属也会在土壤中逐渐富集ꎬ 最终造成土壤重金

属污染ꎮ
２ ２　 不科学施肥对水体的影响

土壤中的硝态氮随着地表径流或淋溶下渗到水体ꎬ 加剧了江、 河、 湖、 库等地表水的富营养

化以及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ꎮ 众所周知ꎬ 水体中硝酸盐含量超标ꎬ 直接危害人畜健康ꎬ 对人类

以及环境带来一定的潜在风险ꎮ
磷肥虽然在土体中不易移动ꎬ 但是磷素也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元素之一ꎮ 磷通过径流

冲刷进入地表水体ꎬ 作为营养物质被藻类吸收ꎬ 藻类的快速生长使水道阻塞ꎬ 鱼类生长空间缩

小ꎬ 氧气浓度下降ꎬ 水体透明度降低ꎬ 有害物质繁殖积蓄ꎬ 最终污染水体ꎮ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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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不科学施肥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氮肥施入土壤后ꎬ 经过氨挥发、 反硝化等过程生成 ＮＨ３、 ＮＯ、 Ｎ２Ｏ、 ＣＨ４ 等气体进入大气ꎬ
可导致气候变暖ꎬ 臭氧层破坏ꎬ 甚至形成酸雨ꎮ 大气中的氨含量增加ꎬ 经降雨途径进入陆地水

体ꎬ 也会成为地表水富营养化的因素之一ꎮ 稻田是产生 ＣＨ４ 的主要场所ꎮ 每吨甲烷造成的全球

暖化威力比 ＣＯ２ 高出 ２５ 倍ꎮ Ｎ２Ｏ 也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ꎬ 其增温潜势是 ＣＯ２ 的 １９０ ~ ２７０ 倍ꎬ
并且还可与臭氧作用进而破坏臭氧层对地球的保护作用ꎬ 增加地面紫外线强度ꎬ 破坏生物循环ꎬ
危害人类健康ꎮ
２ ４　 不科学施肥对农产品品质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过量的氮肥施用会导致硝酸盐在土壤中的累积ꎮ ＮＯ －
３ 本身没有毒害ꎬ 但是土壤中的硝酸盐

被作物吸收以后ꎬ 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ꎬ 在人体被还原为亚硝酸盐后ꎬ 可与食品中的二级胺合成

亚硝酸胺ꎮ 亚硝酸胺具有致癌作用ꎬ 如果含量过高ꎬ 会给人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ꎮ 另外ꎬ 不科学

的施肥还会导致农产品的营养物质失衡ꎬ 口感变差ꎬ 可食部分营养价值降低ꎮ

３　 科学施肥方法研究进展

肥料过量与不合理施用不仅不能进一步提高产量ꎬ 还造成肥料资源浪费ꎬ 并影响到人体健康

和生态环境安全ꎮ 因此ꎬ 研究作物种植体系高效施肥理论与方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 提高肥料利

用率和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ꎮ
平衡施肥是促进粮食高产、 肥料高效的有效途径ꎬ 也是一项科学而有意义的农业推广技术ꎬ

其重要目标是实现施肥效益的最大化ꎬ 而如何合理确定施肥量一直是施肥技术的核心和难点ꎮ 因

此ꎬ 科学合理推荐施肥方法的建立是平衡施肥技术的核心内容之一ꎮ 在农作物推荐施肥实践和研

究中ꎬ 推荐施肥方法主要分为基于土壤养分的推荐施肥方法以及基于作物的推荐施肥方法等两大

种类ꎮ
３ １　 基于土壤养分的推荐施肥方法

基于土壤养分的推荐施肥方法是根据土壤中不同养分含量以及作物生长的养分需求量进行施

肥推荐ꎬ 而能否快速、 准确地进行土壤养分测试是测土施肥技术的基础和前提ꎮ 目前ꎬ 在全国范

围内已经广泛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工作ꎬ 用于推动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和保护生态环境ꎮ 测土施

肥方法普遍是通过设计 “３４１４” 田间试验来建立推荐施肥指标体系ꎬ 进而指导合理施肥[２１] ꎮ
“３４１４” 试验方案属二次回归 Ｄ—最优设计的一种ꎬ “３” 是指氮、 磷和钾 ３ 种元素ꎻ “４” 是

指试验设计 ４ 个肥料用量水平、 “１４ ” 是指共设计 １４ 个处理ꎬ 分别为 ( １ ) Ｎ０Ｐ０Ｋ０ꎬ
(２) Ｎ０Ｐ２Ｋ２ꎬ (３) Ｎ１Ｐ２Ｋ２ꎬ (４) Ｎ２Ｐ０Ｋ２ꎬ (５) Ｎ２Ｐ１Ｋ２ꎬ (６) Ｎ２Ｐ２Ｋ２ꎬ (７) Ｎ２Ｐ３Ｋ２ꎬ
(８) Ｎ２Ｐ２Ｋ０ꎬ (９) Ｎ２Ｐ２Ｋ１ꎬ (１０) Ｎ２Ｐ２Ｋ３ꎬ (１１) Ｎ３Ｐ２Ｋ２ꎬ (１２) Ｎ１Ｐ１Ｋ２ꎬ (１３) Ｎ１Ｐ２Ｋ１ꎬ
(１４) Ｎ２Ｐ１Ｋ１ꎮ 该方案设计吸收了回归最优设计处理少、 效率高的优点ꎮ 其中ꎬ ０ 水平表示不施

肥ꎬ ２ 水平视为当地最佳施肥量的近似值ꎬ １ 水平为 ２ 水平的一半ꎬ ３ 水平为 ２ 水平的 １ ５ 倍ꎬ
视为过量施肥水平ꎮ

该方案中的 １４ 个处理可以进行氮、 磷、 钾三元二次肥料效应函数的拟合ꎮ 除此之外ꎬ 还可

分别对氮、 磷或钾三种元素中的任意二元或一元肥料进行效应函数的拟合ꎮ 例如: 选用 ２￣７、 １１
和 １２ 处理ꎬ 可以进行氮、 磷二元肥料效应函数拟合ꎬ 求得以 Ｋ２ 施用水平上的氮、 磷二元二次

肥料效应函数ꎻ 选用 ２、 ３、 ６ 和 １１ 处理ꎬ 可求得在 Ｐ２Ｋ２ 施用水平上的氮肥效应函数ꎻ 选用 ４、
５、 ６ 和 ７ 处理ꎬ 可求得在 Ｎ２Ｋ２ 施用水平上的磷肥效应函数ꎻ 选用 ６、 ８、 ９ 和 １０ 处理可求得在

Ｎ２Ｐ２ 施用水平上的钾肥效应函数ꎮ 有了相应的肥料效应函数ꎬ 就可获得具体的最佳肥料用量ꎬ
为肥料配方和施肥推荐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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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 还可通过土壤测试结果和田间肥效试验结果ꎬ 建立不同作物、 不同区域的土壤养分丰

缺指标ꎬ 提供肥料配方ꎮ 或者ꎬ 根据作物目标产量需肥量与土壤供肥量之差估算肥料施用量ꎮ 其

表达式如下:
Ｗｉｎｐｕｔ ＝ (Ｗｏｕｔｐｕｔ － ２ ２５ｋｓｏｉｌＴｎ) / ｋｆｅｒ

其中ꎬ Ｗｉｎｐｕｔ为当季肥料施用量 (ｋｇ / ｈｍ２ )ꎻ Ｗｏｕｔｐｕｔ为作物形成一定产量所需要的总养分吸收

量 (ｋｇ / ｈｍ２)ꎻ ｋｓｏｉｌ为土壤该种有效养分的表观利用率 (％ )ꎻ Ｔｎ 为土壤有效养分的室内分析测

试值 (ｍｇ / ｋｇ)ꎻ ｋｆｅｒ为来自肥料养分的当季回收率 (％ )ꎻ ２ ２５ 是将土壤测试值转换为 ｋｇ / ｈｍ２ 的

系数ꎬ 是将 ２０ ｃｍ 耕层土壤按每公顷 ２２５ 万千克来计算ꎮ ｋｓｏｉｌ和 ｋｆｅｒ两个参数需要由相应的田间试

验计算得出ꎮ 其中ꎬ ｋｓｏｉｌ可以通过缺素区或空白区作物吸收某种养分的总量与季前耕层土壤该种

有效养分总量的比值获得ꎬ 用百分数表示ꎻ ｋｆｅｒ为施肥区作物吸收某种养分的总量与缺素区或空

白区作物吸收该种养分吸收量之间的差值再与施肥区该养分施入总量的比值ꎬ 也用百分数表示ꎮ
目前的测土分析技术多是通过联合提取剂进行浸提ꎬ 一次性可以提取多种元素ꎬ 然后借助原

子吸收或 ＩＣＰ 等先进仪器对多个元素同时进行测定ꎬ 大幅度提高了测试效率ꎮ 中国国家测土施肥

中心实验室普遍采用土壤养分系统研究法 (ＡＳＩ 法) 进行土壤养分测试ꎮ ＡＳＩ 法是用于测土配方

施肥土壤养分测试的主要方法ꎬ 是由美国佛罗里达的国际农化服务中心 ( Ａｇｒ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 在总结前人土壤测试工作基础上ꎬ 结合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的相关研究

结果ꎬ 于 １９８０ 年提出的一套用于土壤养分状况评价的实验室分析和盆栽实验方法ꎮ １９８９ 年该方

法引入我国ꎬ 称为 “土壤养分状况系统研究法” [２２] ꎮ ＡＳＩ 法不仅可以提高土壤养分分析的效率ꎬ
而且还实现了土壤养分测定的工厂化、 系列化操作ꎮ 它可测定土壤中的 １５ 个肥力指标 (包括 １１
种营养元素)ꎬ 即土壤活性有机质、 ｐＨ、 交换性酸、 铵态氮 (ＮＨ３ ￣Ｎ)、 硝态氮 (ＮＯ３ ￣Ｎ)、 速效

Ｐ、 Ｋ、 Ｃａ、 Ｍｇ、 Ｓ、 Ｂ、 Ｃｕ、 Ｆｅ、 Ｍｎ、 Ｚｎ 等元素ꎬ 并成功指导作物专用肥生产ꎬ 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在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中ꎬ 主要采取综合兼优选用的原则ꎬ 可选择使用传统方法ꎬ 也可同时采

用创新方法ꎮ 目前ꎬ 在田间实践中ꎬ 逐渐形成了一套针对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和作物种类的测土推

荐施肥方法与技术体系ꎬ 可对我国不同土壤类型和 １３０ 多种作物进行测土并做出施肥推荐[２２] ꎮ
测土施肥技术与农民习惯施肥相比ꎬ 一定程度的降低了氮肥用量ꎬ 调整了磷钾肥用量ꎬ 提高了作

物产量和肥料回收率ꎬ 也增加了农民收入[７ꎬ２３] ꎬ 成效明显ꎮ
３ ２　 基于作物的推荐施肥方法

土壤养分供应能力以及作物对养分的吸收能力决定着作物整体的营养状况ꎬ 可以通过对作物

的营养状况诊断ꎬ 确定植株体内养分含量的丰缺动态ꎬ 并以此作为作物追肥决策的依据ꎬ 实现精

准变量施肥ꎮ 基于作物的推荐施肥方法通常将作物地上部的产量及营养状况作为诊断作物生长正

常与否的依据ꎬ 主要从作物的生长表现与产量的建成等方面进行考虑ꎬ 如作物籽粒产量的高低、
作物地上部的长势与颜色外观表现等ꎮ

基于作物产量的推荐施肥方法目前主要提出了肥料效应函数法、 叶绿素仪、 叶色卡、 硝酸盐

反射仪、 冠层反射仪、 植株症状诊断以及实时实地养分精准管理技术等方法ꎮ 传统的地上部营养

诊断方法通常是采集植株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ꎬ 该方法是进行破坏性取样ꎬ 操作复杂、 测试分析

周期长ꎬ 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作物生长期间的实时监测ꎮ 随着速测技术的推广ꎬ 基于作物地

上部长势与颜色外观的无损诊断技术ꎬ 如叶绿素仪、 叶色卡以及基于光谱反射进行诊断的技术逐

渐发展起来ꎬ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作物养分的实时科学管理[２４] ꎮ
肥料效应函数方法认为作物地上部的产量是肥料综合作用的效果ꎬ 通过建立作物产量与肥料

施用量之间的统计关系ꎬ 可以进行施肥推荐ꎮ 具体步骤是通过不同的试验设计ꎬ 包括简单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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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回归和正交设计等方法布置多点田间试验ꎬ 将来自不同处理的地上部作物产量与施肥量进行

数理统计ꎬ 得到肥料效应函数ꎬ 由此可计算出代表性地块的最高施肥量、 最佳施肥量以及获得最

大经济效益时的施肥量ꎬ 并将其作为推荐施肥的依据ꎮ
叶绿素仪方法是一种迅速而准确地监测田间作物氮素营养状况的有效手段ꎬ 是一种无损速测

技术ꎬ 可以为氮素的追肥施用提供实时指导ꎬ 其测定方法是将作物叶片插入叶绿素仪的测定部

位ꎬ 通过感光后读出叶绿素值 (表示为 ＳＰＡＤ)ꎬ 从而建立叶绿素值与植株含氮量的相关关系ꎮ
研究已表明ꎬ 叶片 ＳＰＡＤ 值与作物的氮素含量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２５] ꎮ 在此基础上确定氮素营

养诊断的叶色值ꎬ 其原理主要是基于叶绿素对红光的强吸收与对远红外光的低吸收ꎮ 近年来ꎬ 手

持叶绿素仪由于其操作简单、 及时、 对作物无损伤而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上的

氮肥推荐[２６￣２８] ꎮ
叶色卡片法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ｕｒ ｃｈａｒｔꎬ ＬＣＣ) 是依据作物叶色深浅与叶片全氮含量之间具有良好的

线性关系原理研制出标准叶色卡ꎬ 根据实际作物叶色深浅诊断养分的丰缺ꎬ 进而指导施肥ꎮ 然

而ꎬ 该方法对叶色的判读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ꎬ 并且品种或基因型的不同ꎬ 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

一些误差ꎻ 另外ꎬ 叶色卡片法还不能辨别作物失绿是由缺氮引起还是由其他因素所为ꎬ 但是与其

他推荐施肥方法相比ꎬ 该种方法较为简单、 方便、 并使营养诊断呈现半定量化、 易于看到实效等

特点ꎬ 逐渐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可[２９￣３０] ꎮ
硝酸盐反射仪方法是利用 ＮＯ －

３ 具有偶氮反应ꎬ 能够生成红色染料的原理ꎬ 可以利用通过比

色法直接读出 ＮＯ －
３ 浓度ꎬ 然后找到氮素营养诊断值指导氮肥施用的方法ꎮ 目前ꎬ 在植株营养诊

断中ꎬ 小麦一般以茎基部作为诊断部位ꎬ 玉米一般采用新成熟叶的叶脉作为诊断部位ꎮ 随着硝酸

盐反射仪等便捷仪器的出现ꎬ 加快了硝态氮测试技术在推荐施肥中的应用ꎮ
作物的冠层颜色直接反映了作物的营养状况ꎬ 例如缺氮植物叶片颜色较浅ꎬ 冠层颜色呈现偏

黄绿色ꎮ 因此在传统农业生产中ꎬ 农民可以直接通过肉眼观察判断作物绿色深浅来断定作物营养

状况ꎬ 决策是否需要施肥ꎮ 在光谱研究基础上ꎬ 一些简化的便携式光谱测试仪逐渐发展起来ꎬ 这

些仪器可以在田间直接获取植物冠层的多光谱反射信息ꎬ 将光谱数字化ꎬ 建立与植株氮素营养之

间的关系ꎬ 进而获得相应的推荐施肥量ꎮ 如美国开发的基于冠层多光谱分析的仪器 Ｇｒｅｅｎ Ｓｅｅｋｅｒꎬ
属多光谱主动探测ꎬ 通过光源主动发射红外光和近红外光ꎬ 被作物冠层反射后由其传感器接收并

进行数模转换ꎬ 从而可以计算出标准化的植被指数 (即 ＮＤＶＩ 指数)ꎬ 该指数是植物生长状态以

及作物空间分布密度的最佳指示因子ꎮ 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诊断推荐模型ꎬ 用于小麦、 玉米和

水稻作物的追肥推荐[３１￣３３] ꎮ
根据作物生长所表现出的某种特定症状ꎬ 推断其可能缺乏某种营养元素并进行指导施肥的方

法称之为植株症状诊断技术ꎮ 作物缺乏的元素不同所表现的症状也不同ꎮ 如冬小麦缺氮症状表现

为茎秆矮小ꎬ 植株生长不良ꎬ 叶片狭小而稍硬ꎬ 单株分蘖少ꎬ 穗数少ꎬ 粒穗小ꎬ 叶色淡ꎬ 早熟且

产量低ꎻ 冬小麦氮素供应过量的症状表现为易倒伏ꎬ 易受病虫害侵入ꎬ 同时分蘖增多ꎬ 贪青晚

熟ꎮ 然而ꎬ 症状诊断技术通常在植株仅缺一种营养元素情况下有效ꎬ 当植株同时缺乏两种或两种

以上营养元素或由非营养因素ꎬ 如受到病虫害、 药害、 生理病害等因素引起时ꎬ 原因容易混淆且

难以分辨ꎬ 可能会造成误诊ꎮ 从另一角度考虑ꎬ 当植株已经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缺素症状时ꎬ 说明

植物缺素程度已经相当严重ꎬ 如果此时再采取补救措施可能为时已晚ꎮ 因此ꎬ 症状诊断在实际应

用上存在时效上的局限性ꎮ
精准变量施肥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施肥技术ꎬ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ꎮ 实时实地氮肥管理技术

最初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研发的一种新型水稻养分管理方法ꎬ 属精准变量施肥技术方法之一ꎬ 在生

产上应用面积逐步扩大ꎮ 与传统的氮肥管理方法相比ꎬ 实时实地氮肥管理技术其重要特点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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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降低基肥和作物生长前期的氮肥用量ꎬ 而增加中后期的氮肥用量ꎮ 在实时实地氮肥管理研究

方面ꎬ 多与便携仪器无损速测技术相结合ꎬ 如与叶绿素仪或叶色卡等技术的结合ꎮ Ｐｅｎｇ 等[３４] 在

ＳＰＡＤ 测定值与单位面积叶片含氮量的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基础上ꎬ 将 ＳＰＡＤ 测定值作为水稻氮素

营养状况快速诊断的特征指标ꎬ 提出了实时氮肥管理模式 (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ＲＴＮＭ)ꎬ 其技术特征是利用叶绿素仪或叶色卡从施肥有效期开始ꎬ 每周测定叶片的 ＳＰＡＤ 值ꎬ
来表征氮素营养状况ꎬ 将每周 １ 次的实时测定结果与设定的 ＳＰＡＤ 或 ＬＣＣ 阈值相比较ꎬ 来确定是

否需要追施氮肥ꎬ 并且根据土壤肥力、 目标产量和作物养分吸收特征决定追肥用量ꎬ 一般用量在

３０ ~ ５０ ｋｇ Ｎ / ｈｍ２ꎬ 并可根据生长期适当调整ꎮ 为减少田间测定工作量ꎬ Ｄｏｂｅｒｍａｎｎ 等[３５] 将该方

法进行简化ꎬ 只在水稻生长关键时期利用 ＳＰＡＤ 或 ＬＣＣ 测定水稻氮素营养状况的动态调节氮肥

追肥用量的方法ꎬ 提出了实地养分管理技术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ＳＮＭ)ꎮ 目前该

方法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３６￣３７] ꎮ
基于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法是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提出来的平衡施肥方法ꎬ 并

将其开发集合形成以电脑软件形式面向科研人员和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养分专家系统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ꎬ ＮＥ) [６ꎬ３８￣３９] ꎮ 其中ꎬ 产量反应是指施用氮磷钾肥料的处理与不施某种养分的缺素处理之

间的产量差ꎬ 即为该养分的产量反应ꎮ 农学效率是指施入 １ ｋｇ Ｎ、 Ｐ２Ｏ５ 或 Ｋ２Ｏ 养分所能增加的

籽粒产量ꎮ 基于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施肥方法认为ꎬ 作物施肥后所达到的产量主要有两部分组

成ꎬ 一部分是由土壤基础养分供应所能生产的产量ꎬ 可用不施某种养分的缺素处理其作物产量来

表征[２３ꎬ４０] ꎻ 另一部分是由施肥作用所能增加的产量[４０] ꎮ 基于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推荐施肥方

法能够充分利用来自土壤本身、 秸秆还田、 灌溉水、 大气沉降、 生物固氮、 种子带入等多种途径

来源的土壤基础养分ꎮ 由于作物主要通过地上部产量的高低来表征土壤基础养分供应能力以及作

物生产能力ꎬ 因此依据施肥后作物地上部的生长反应ꎬ 如产量反应ꎬ 来表征作物营养状况是更为

直接评价施肥效应的有效手段[６] ꎬ 从而避免过量养分在土壤的累积ꎬ 并且考虑了 Ｎ、 Ｐ 和 Ｋ 养分

之间的相互作用ꎮ
在养分专家系统中ꎬ 预估产量反应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在附近区域具有相似养分管理

措施的土壤上做过减素试验ꎬ 产量反应直接由具体的养分供应充足的产量与缺素产量之间的产量

差获得ꎻ 如果在附近区域没有做过减素试验ꎬ 养分专家系统可以根据作物的生长环境特征 (灌

溉情况、 旱涝情况)、 土壤肥力指标、 有机肥施用情况、 上季作物秸秆处理和施肥情况以及当前

作物实际产量等信息调用背后数据库对产量反应进行估算ꎮ 一旦产量反应数值确定ꎬ 根据产量反

应和农学效率之间的关系ꎬ 可以确定在该产量反应时对应的农学效率ꎬ 进而计算得出氮、 磷和钾

肥的推荐施肥量ꎮ 由于 Ｎ 素比较活跃ꎬ 且容易损失到水体或大气环境中进而带来环境风险ꎬ 因

此ꎬ 氮肥推荐仅考虑了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两个参数ꎬ 而磷钾肥的推荐量则还考虑了土壤磷钾素

的养分平衡以及土壤可持续性ꎬ 以保证充足供应和维持地力ꎬ 即磷钾肥的推荐用量为产量反应所

需要的养分加上籽粒或 (和) 秸秆带走的养分ꎮ 具体如下公式所示[４１] :
氮肥推荐量 ＝ Ｎ 产量反应 / Ｎ 肥农学效率

磷 (钾) 肥推荐量 ＝ 磷 (钾) 产量反应部分所需养分 ＋ 当季作物收获带走的养分

基于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养分专家系统是在多年多点数据库基础上ꎬ 通过向农户询问问题

的形式可以在几分钟内做出施肥推荐ꎬ 弥补了测土施肥耗时耗力、 测试时间长以及推荐不及时的

不足ꎬ 是测土条件不充分时可供选择的一种推荐施肥技术ꎮ 该种推荐施肥方法能够综合运用作物

养分管理的 “４Ｒ” 原则ꎬ 即在合适的施肥时间 (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ꎬ 选择合适的肥料种类 ( ｒ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ꎬ 在合适的施肥位置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ꎬ 放合适的肥料用量 (ｒｉｇｈｔ ｒａｔｅ)ꎬ 能够在保障产量的

条件下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农民收入ꎬ 也满足了对不同大小田块推荐施肥的适应性ꎬ 既可适于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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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ꎬ 又可针对区域尺度ꎬ 并且对于养分的平衡供应、 降低因施肥过量而带来的环境风险具有重

要意义ꎮ 该方法已经在印度、 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非洲等一些国家的水稻和玉米作物上逐渐得

到应用[３８￣３９ꎬ４２] ꎬ 我国在玉米、 小麦和水稻作物上的多年研究也证明ꎬ 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

率的推荐施肥ꎬ 在保持或提高作物产量的同时ꎬ 不仅考虑了土壤—作物系统的养分平衡ꎬ 而且能

够最大限度提高作物养分利用率并减少养分的环境损失ꎬ 最大限度高效施用肥料和提高农民经济

效益ꎬ 协调了作物的农学效应、 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６ꎬ１６￣１８] ꎮ 与传统的测土施肥、 植株营养诊断

施肥等一系列测试技术和方法相比ꎬ 该理论与技术具有时效性强、 简便经济、 易于掌握、 适用广

泛等优点ꎬ 特别是在测土和植株诊断等条件不充分时采用显得尤为重要ꎮ 随着科学施肥技术的发

展ꎬ 基于作物产量反应和农学效率的养分专家推荐施肥系统会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 有效的生态

集约化养分管理方法ꎮ

４　 结论与展望

肥料过量与不合理施用不仅不能进一步提高产量ꎬ 还造成肥料资源浪费ꎬ 并影响到生态环境

安全ꎮ 基于土壤测试和基于作物地上部反应进行推荐施肥是两类不同的方法ꎬ 每种方法各有独自

的特点ꎮ 因此ꎬ 在实际应用中应因地制宜ꎬ 选择适用的推荐施肥方法ꎬ 以达到协调作物产量、 环

境保护和农田可持续利用的共赢ꎮ
同时ꎬ 今后在实践中ꎬ 应从以下几方面着重开展研究与应用: (１) 对来自土壤本身、 大气

沉降、 灌溉水、 作物秸秆还田、 生物固氮等途径的养分供应开展定性和定量分析ꎬ 为基于土壤养

分测试的推荐施肥方法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ꎬ 进而合理调节施肥推荐量ꎻ (２) 基于作物地上部

反应的各种推荐施肥方法ꎬ 应进一步研究作物外观长势与养分之间的相关关系ꎬ 并根据实地特征

对其进行调节ꎬ 增强基于作物推荐施肥方法的本地适用性ꎻ (３) 区域尺度对肥料进行宏观调控

的施肥方法可以和针对小农户的测土施肥方法相互补充ꎬ 尤其在当前作物种植体系复杂ꎬ 茬口

紧ꎬ 测试工作量繁重、 推荐施肥不及时以及相关不同推荐方法存在某些不足等条件下ꎬ 仍然需要

建立和推广更为方便、 快捷、 更适合于大小不同农户田块应用的科学养分管理方法ꎬ 协调作物产

量、 环境保护和农田可持续利用共赢ꎻ (４) 开展土壤—作物—环境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与平衡

研究ꎬ 保证不同的科学施肥方法能够保持土壤的可持续利用与环境友好ꎻ (５) 在政策上ꎬ 建议

国家给予支持和引导ꎬ 科研人员也应积极开展推荐施肥方法培训ꎬ 使各种方法不要仅仅停留于理

论研究ꎬ 更要扩大实践与应用范围ꎬ 发挥最大的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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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ｅｌｄ 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６￣１８ꎬ ２０１６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ｅｌ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ｂｙ ２０２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１６ － １８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６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ＰＮ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ＣＡ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ＡＳ￣ＩＰＮＩ Ｊｏｉｎｔ Ｌａｂ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ＰＮＩ)
Ｃａｎｐｏｔｅｘ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Ｆ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Ｃｈａｉｒ: 　 Ｔｅｒｒ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Ｃｈａｉｒ: 　 　 　 　 　 　 Ｐｉｎｇ ＨＥ
Ｃｏ￣ｃｈａｉｒ: 　 　 　 　 Ａｄｒ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ꎬ Ｗｅｉ ＺＨＯＵ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ＦＦＥＲꎬ Ｓｈｕｔｉａｎ ＬＩꎬ Ｓｈｉｈｕａ ＴＵꎬ Ｆ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ｗｅｉ ＧＵＯꎬ Ｚｈａｏｈｕｉ ＷＡＮＧꎬ Ｆａｎｇｓｅｎ ＸＵ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ｅｓ: Ｇｕｉｆａｎｇ ＳＵＮꎬ Ｓｈａｏｊｕｎ ＱＩＵ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ｅｒ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ｒ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ｓｕｂｍｉｔ ａ ４￣６ ｐａｇｅ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ｔｈｅ

１２４

附录　 会议相关附件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ｈａｖｅｎｔ ｂｅ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ｏｒ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ｏ ｓｕｂｍｉｔ Ｘ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ｒａｃｋ ｐｏｓｔｅｒ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８０ ｃｍ × １８０ ｃｍ)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ｌｙ ｐ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ａｌｌ Ａｌｌ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ａｒｅ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Ａｌｌ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ꎬ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ｇｆｓｕｎ＠ ｉｐｎｉ ｎｅ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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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ｏｔｅｌ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Ｖｅｎｕ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Ｈｏｔｅ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Ｈｏｔｅｌꎬ １ Ｚｈ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ｕ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ｔｒｅｅｔꎬ Ｈａｉｄ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３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 ＋ ８６￣１０￣６８４９８８８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ｈｏｔｅｌ ｃｏｍ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ｒ Ｇｕｉｆａｎｇ ＳＵＮꎬ ＩＰＮＩ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Ｅ￣ｍａｉｌ: ｇｆｓｕｎ＠ ｉｐｎｉ ｎｅｔꎬ Ｔｅｌ: ＋ ８６￣１０￣８２１０８００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Ｐｒｏｆ Ｄｒ Ｐｉｎｇ 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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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零增长下养分高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　 北京

主办单位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化学肥料专业委员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植物营养创新研究联合实验室

赞助单位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加拿大钾肥公司

国际肥料工业协会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ꎬ 北京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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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会议相关附件



来自大会组委会的问候

中国化学肥料过量施用严重ꎬ 单位面积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３ 倍ꎬ 欧美国家的 ２ ５
倍ꎮ 化肥不合理施用导致肥料利用率低下ꎬ 引起环境污染ꎮ 农业部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业要

实现化肥用量零增长ꎬ 科技部也启动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试点专项ꎬ 开展化肥减施增效综合技术

研发ꎮ 为借鉴发达国家化肥减施的成功经验ꎬ 交流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的最新进展ꎬ 国际植物营养

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化学肥料专业委

员会等联合组织召开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高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旨在提出化肥科学减施和

提高肥料利用率的对策与途径ꎬ 助力国家化肥零增长计划的实现ꎮ
作为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高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 大会组织委员会ꎬ 我们诚挚欢迎来自

美国、 英国、 德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印度、 法国、 意大利等国外专家和国内学者参加本次盛

会ꎬ 也热忱欢迎肥料企业代表参会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化肥零增长下肥料减施增效策略”ꎬ 围

绕这一主题ꎬ 我们组织了两个特邀主旨报告和 ５ 个议题的大会报告ꎬ 每个议题均有国外专家介绍

发达国家化肥减施增效的成功经验ꎬ 同时也邀请国内学者交流我国提高肥料利用率的最新进展ꎬ
通过研讨ꎬ 形成 “化肥减施增效北京宣言”ꎮ

感谢国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热忱参与ꎬ 也诚挚感谢加拿大钾肥公司和国际肥料工业协会对

这次会议提供的经费和多方面的支持ꎮ
最后祝各位嘉宾在北京会议期间愉快!

大会组织委员会

荣誉主席: Ｔｅｒｒ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
主　 　 席: 何　 萍

共同主席: Ａｄｒ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ꎬ 周　 卫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ꎬ 北京ꎬ 中国

成 员: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ＦＦＥＲꎬ 李书田ꎬ 涂仕华ꎬ 陈　 防

郭世伟ꎬ 王朝辉ꎬ 徐芳森

秘 书 处: 孙桂芳ꎬ 仇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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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现场注册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三ꎬ 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　 　 贵宾楼 (１ 号楼) 和敬宾楼 (２ 号楼)
３ 月 １７ 日星期四ꎬ ０７: ３０—０８: ２５　 　 贵宾楼 (１ 号楼)
参会人员可现场注册ꎬ 领取会议材料ꎮ 分别在贵宾楼和敬宾楼设置报到现场ꎮ

大会口头报告

特邀主旨报告和主题报告 ３０ 分钟ꎬ 含讨论 ５ 分钟ꎻ 大会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讨论 ３ 分钟ꎮ

大会墙报

报到时工作人员发放墙报 ＩＤ 号ꎬ 请持 ＩＤ 号在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４: ００ 以后至 ３ 月 １７ 日 ０８: ００ 前

在指定位置安放墙报ꎮ 请在 ３ 月 １８ 日 １９: ００ 前撤走墙报ꎮ
请墙报作者在墙报参观时间负责墙报解释和答疑ꎮ 闭幕式上将对优秀墙报进行奖励ꎬ 每个墙

报奖励人民币 １ ０００元ꎬ 并颁发证书 (后寄)ꎮ

会议用餐

３ 月 １６ 日晚餐、 ３ 月 １７—１８ 日中餐和晚餐在友谊宾馆贵宾楼一楼雅仕厅ꎮ
３ 月 １６ 日中餐在友谊宫ꎬ 凭餐票入场ꎻ 早餐凭房卡就餐ꎮ

会场网络

友谊宾馆住宿房间和贵宾楼二楼多功能厅会议时均有免费的 Ｗｉ￣Ｆｉ 可供使用ꎮ

会务组

设在贵宾楼 １０２６０ 号和敬宾楼 ２０３０１ 号ꎬ 运行时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 ０８: ００—２３: ００ꎮ 如果您

没有提前提交汇报的 ＰＰＴꎬ 请在报到时把您的 ＰＰＴ 在报到现场拷到工作人员的电脑中ꎬ 或者在您

报告的前一天到会务组房间拷贝ꎮ

会议紧急联系人

会议期间如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会务组人员:
仇少君博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１３８１０２７８７６９ꎬ ｑｉｕｓｈａｏｊｕｎ＠ ｃａａｓ ｃｎ
孙桂芳博士: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中国项目部ꎬ １８６０１１８０６３８ꎬ ｇｆｓｕｎ＠ ｉｐｎｉ 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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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会议地点: 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二楼多功能厅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ꎬ 北京ꎬ 中国

３ 月 １７ 日　 星期四

开幕式　 　 　 　 　 主持人: 何萍

ＩＰＮＩ 中国项目部主任ꎬ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化学肥料专业委员会主任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０８: ３０—０９: ００　 领导讲话

１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唐华俊院士致欢迎词

２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美大处副处长叶全宝博士致开幕词

３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徐明岗研究员致辞

４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副所长 Ａｄｒ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博士致辞

０９: ００—０９: １０　 颁发 ＩＰＮＩ 研究生奖学金

０９: １０—０９: ３０　 发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养分专家系统

０９: ３０—１０: ００　 合影、 茶歇

特邀主旨报告　 　 主持人: Ａｄｒ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ꎬ 徐明岗

１０: ００—１０: ３０　 化学肥料减施增效调控途径

周卫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ꎬ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

副理事长

１０: ３０—１１: ００　 养分高效和有效利用策略评价

Ｒｏｂ ＮＯＲＴＯＮꎬ ＩＰＮＩ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项目部主任

议题 １: 粮食作物养分管理

主持人: Ｋａｕｓｈｉｋ ＭＡＲＪＵＭＤＡＲ (ＩＰＮＩ 东南亚项目主任)ꎬ 周卫

１１: ００—１１: ３０　 主题报告: 粮食作物生产体系作物高产下获得更高养分利用率的前景

Ｔｏｎｙ ＶＹＮꎬ 美国普渡大学

１１: ３０—１２: ００　 主题报告: 从田块和区域尺度模拟土壤氮素动态变化———以中国和加拿大农田为例

杨靖一ꎬ 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ꎬ 北京ꎬ 中国

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　 午餐

１３: ３０—１３: ５０　 长江中下游水稻养分管理与实践

郭世伟ꎬ 南京农业大学

１３: ５０—１４: １０　 旱地小麦养分管理理论与产量品质调控

王朝辉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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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０—１４: ３０　 基于养分专家系统的作物推荐施肥方法

何萍ꎬ ＩＰＮＩ 中国项目部主任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１４: ３０—１４: ５０　 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 如何以更少的环境代价生产更多的粮食

陈新平ꎬ 中国农业大学

１４: ５０—１５: １０　 Ｃ３ 和 Ｃ４ 植物的氮肥利用率

何新华ꎬ 西南大学

１５: １０—１５: ３０　 马铃薯养分高效管理

段玉ꎬ 内蒙古农牧科学院植物营养与分析研究所

１５: ３０—１６: ００　 茶歇、 墙报参观

议题 ２: 经济作物养分管理

主持人: Ｊｉｎｇｙｉ ＹＡＮＧꎬ 陈防

１６: ００—１６: ３０　 主题报告: 钾、 镁、 硫和微量元素平衡施用对养分利用率的影响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ＲＡＮＳＥＥꎬ 德国钾盐 Ｋ ＋ Ｓ
１６: ３０—１６: ５０　 中国冬油菜高产高效养分管理技术

鲁剑巍ꎬ 华中农业大学

１６: ５０—１７: １０　 甘蔗生产中的氮磷钾养分管理

谭宏伟ꎬ 广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１７: １０—１７: ３０　 中国棉花养分管理

陈防ꎬ ＩＰＮＩ 东南地区主任

１７: ３０—１７: ５０　 大豆化肥减施增效的策略

魏丹ꎬ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环境资源研究所

１７: ５０—１８: ００　 讨论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ꎬ 北京ꎬ 中国

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　 晚餐

３ 月 １８ 日　 星期五

议题 ３: 蔬菜养分管理

主持人: 涂仕华ꎬ 郭世伟

０８: ００—０８: ３０　 主题报告: 欧洲露地叶菜类蔬菜养分管理

Ｉａｎ ＢＵＲＮＳꎬ 英国华威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０８: ３０—０９: ００　 主题报告: 土壤栽培温室蔬菜养分管理

Ｍｅｎｇｍｅｎｇ ＧＵꎬ 美国德克萨斯农机大学园艺科学系

０９: ００—０９: ２０　 重庆蔬菜化肥减量施用技术

王正银ꎬ 西南大学

０９: ２０—０９: ４０　 山东露地葱姜蒜养分管理与高效施肥

江丽华ꎬ 山东省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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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４０—１０: ００　 我国保护地蔬菜养分管理问题与对策

高伟ꎬ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１０: ００—１０: ３０　 茶歇、 墙报参观

议题 ４: 果树养分管理

主持人: 王朝辉ꎬ 徐芳森

１０: ３０—１１: ００　 主题报告: 果园和葡萄园的可持续养分管理

Ａｄａｍｏ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ＲＯＭＢＯＬＡ’ꎬ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农学部

１１: ００—１１: ２０　 热带亚热带果树的养分管理

姚丽贤ꎬ 华南农业大学

１１: ２０—１１: ４０　 我国北方苹果园养分管理

同延安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１１: ４０—１２: ００　 柑橘氮磷养分减施增效技术

李祖章ꎬ 江西省农科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　 午餐

议题 ５: 新型肥料与施肥技术

主持人: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ＦＦＥＲꎬ 李书田

１３: ３０—１４: ００　 主题报告: 如何控制中国肥料用量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

Ｐｒｅｍ Ｓ ＢＩＮＤＲＡＢＡＮꎬ 国际肥料发展中心虚拟肥料研究中心

１４: ００—１４: ３０　 主题报告: 中国肥料需求趋势———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ＦＦＥＲꎬ 国际肥料工业协会农业委员会主席

１４: ３０—１４: ５０　 控释尿素对中国不同作物的效应研究

涂仕华ꎬ ＩＰＮＩ 西南地区主任

１４: ５０—１５: １０　 基于新型配方肥料的水稻化肥减施实践———以广东为例

徐培智ꎬ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１５: １０—１５: ３０　 关于肥料利用率的看法和思考

王火焰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１５: ３０—１５: ５０　 有机肥料资源与利用

李书田ꎬ ＩＰＮＩ 西北地区主任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１５: ５０—１６: １０　 微量元素 Ｚｎ 在中国粮食安全和肥料利用率中的重要作用

樊明宪ꎬ 国际锌协会

１６: １０—１６: ３０　 茶歇

闭幕式　 主持人: Ａｄｒｉａ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ꎬ 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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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零增长下养分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ꎬ 北京ꎬ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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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资源高效利用北京倡议

由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

学会等单位发起的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高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１８ 日在北

京召开ꎬ 参会人员 ３００ 余人ꎬ 包括来自政府部门、 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 农技推广部门和企业的

代表ꎮ 大会经过讨论达成以下共识ꎮ
１ 过去三十年来化学肥料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最佳养分管理措施必将

进一步保障未来国家粮食安全、 环境安全和养分高效ꎮ
２ 近年来中国化肥过量和不合理施用已引起广泛关注ꎬ 由此导致肥料利用率低ꎬ 引起水体

富营养化、 温室气体增排、 土壤酸化等环境问题ꎬ 直接影响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ꎮ 中国主要农

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化肥过量施用现象ꎬ 包括粮食作物和大田经济作物ꎬ 尤以蔬菜和果树过量施

肥严重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还存在作物和草场施肥不足的情形ꎮ
３ 中国化肥利用率低的原因是ꎬ 有机养分资源利用不足ꎬ 畜禽有机肥和秸秆还田率低ꎻ 新

型肥料如作物专用复合肥、 缓控释肥料、 水溶肥料等利用不足ꎻ 施肥方式落后ꎬ 化肥撒施、 表施

普遍ꎬ 机械化深施及智能化施肥薄弱ꎮ
４ 发达国家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主要做法: 一是建立国家层面养分管理指导准则ꎬ 实施 ４Ｒ 养分

管理 (即正确的肥源、 正确的施肥位置、 正确的肥料用量、 正确的施肥时间)ꎻ 二是提倡施用畜禽

有机肥ꎬ 实施秸秆还田ꎻ 三是发展新型肥料ꎬ 重点是复混肥、 作物专用肥、 缓控释肥料、 水溶肥料

等ꎻ 四是发展机械化智能化高效施肥技术ꎬ 如精准施肥、 肥料机械深施、 水肥一体化等ꎮ
５ 中国十分必要部署一系列研究与开发任务应对化肥过量施用带来的挑战ꎮ 未来主要研究

任务包括:
一是针对现代种植体系ꎬ 开展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研究ꎬ 确保与遗传育种、 病虫害防治和机械

化有效结合ꎮ 建立主要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蔬菜、 果树易于推广和方便使用的大中微量元素推

荐施肥方法ꎬ 提出不同区域和作物的养分管理指导准则ꎮ
二是实施有机养分替代化肥策略ꎮ 研究有机肥和秸秆资源特点ꎬ 发展微生物转化调控方法ꎬ

研究其对化肥养分的替代技术ꎮ
三是创制高效新型肥料ꎬ 包括高效的作物专用肥、 缓控释肥料和水溶肥料ꎮ 这项工作还需要

与灌溉施肥系统高度结合以提高果蔬和蔬菜的养分利用率ꎮ
主要开发任务包括:
一是加强技术集成ꎬ 将 ４Ｒ 养分管理与精准施肥、 养分快速诊断、 养分原位监测、 水肥一体

化、 化肥机械化智能化深施等有机结合ꎮ
二是推广经过田间验证有效且方便使用的肥料推荐方法ꎬ 包括基于土壤测试的推荐施肥方

法、 基于作物产量反应推荐施肥方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等ꎮ
三是迫切需要对农户和农技推广人员在养分管理中宣传和推行 ４Ｒ 养分管理理念ꎬ 并把 ４Ｒ

管理理念吸收到农业大学的养分管理培训课程ꎬ 这已是被全球广泛采用的养分管理方式ꎮ
部署以上研发任务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中国肥料养分高效利用提供有效途径ꎬ 建立保障中国粮

食安全、 食物安全、 环境安全、 养分高效、 经济上可行的养分管理体系ꎬ 为中国化肥减施增效以

及到 ２０２０ 年化肥零增长行动提供重要科技支撑ꎮ
化肥零增长下养分高效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整理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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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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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ｅａｓｙ ｔｏ ｕ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ａｃｒｏꎬ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ꎬ ｃａｓｈ ｃｒｏｐｓꎬ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Ｉｔ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ｂｅ ｍａｄ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 ｗｉｄ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ｒｏｐ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７３４

附录　 会议相关附件



ｂ)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ｓｋ ｉ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ｒｅꎬ ｃｒｏｐ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ｓｋ ｉ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ｔｙｐｅ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ｏｐ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ꎬ ｓｌｏｗ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ｓｋｓ ａｒ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ｏ ｅｎｄ ｕｓｅｒ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４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 ｓｏｕｒｃｅꎬ ｒａｔｅꎬ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ｒａｐｉ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 ｉｎ￣
ｓｉｔ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ｂ)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ｉ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ｕｓｅ ｂｙ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４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ｏｔｈ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ｔｈａ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ｓｋｓ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ꎬ ａ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ｖｉａｂｌ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ｚｅｒ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２０２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ｒｃｈ １８ꎬ ２０１６

８３４

肥料养分高效利用策略




